
Avisena
sasar buka
tiga hospital
dalam tempoh
lima tahun
KumpulanAvisena (Avisena)me-
nyasar membuka tiga hospital ba-
haru, dengan gabungan kapasiti
540 katil yang menawarkan pel-
bagaikepakaranperubatandalam
tempoh lima tahun akan datang.
Naib Presiden Kewangan dan

Operasi Subsidiari Avisena, Ah-
madTazilanMokhtar, berkatadua
daripada hospital baharu yang di-
rancang itu akan dibangunkan di
Lembah Klang manakala sebuah
lagi di Nilai, Negeri Sembilan.
“Satu (hospital) kita akan per-

luaskanHospitalPakarAvisenadi
sini, dengan membina bangunan
baharu 14 tingkat di sebelahnya
yang menawarkan 140 katil.
“Seterusnya, kita akan bina

hospital baharu berkemungkinan
di kawasanMelawati, Kuala Lum-
pur dengan 250 katil.
“Satu lagi (hospital baharu) ber-

kapasiti 150 katil kita rancang un-
tuk buka di Nilai.
“Bagaimanapun, lokasi sebenar

belum dapat diputuskan kerana
kita masih mencari lokasi yang
betul-betul sesuai,” katanya sele-
pasmajlis perasmian Hospital Pa-
karWanita danKanak-KanakAvi-
sena di Shah Alam, semalam,
yang disempurnakan Sultan Se-
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visena bermula sebagai se-

buah pusat perubatan di dua lot
kedai di Seksyen 9 di Shah Alam,
sekitar 1996 kini berkembang dan
mempunyai dua hospital pakar di
Seksyen 14, iaitu Hospital Pakar
Avisena, yang dibuka lebih 11 ta-
hun lalu serta Hospital Pakar Wa-
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sejak Mei tahun ini.
AhmadTazilan berkata, dengan

pembukaan hospital baharu itu,
kami yakin dapat meraih penda-
patan RM225 juta daripada per-
khidmatan pelbagai bidang kepa-
karan, yang ditawarkan di ke-
dua-dua fasiliti itu.
Sementara itu, Naib Presiden

Operasi Avisena, Mazidah Umar,
berkata pembukaan hospital pa-
kar terbaru berkenaan susulan
permintaan tinggi pasaran masa
kini, yangmana fasiliti berkenaan
menawarkan perkhidmatan kesi-
hatan menyeluruh kepada golo-
ngan wanita serta pediatrik.

Dengan
pembukaan

hospital baharu itu,
kami yakin dapat
meraih pendapatan
RM225 juta.
Ahmad Tazilan Mokhtar,
Naib Presiden Kewangan dan
Operasi Subsidiari Avis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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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j a p emb e dahan
Sultan Sharafuddin rasmi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terbesar negara

Taj a p emb e dahan
Rafidah Mat Ruzki

am @ hmet r o . co m. my

Shah Alam

S 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malam me-

rasmikan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yang beroperasi di
Seksyen 14 di sini, sejak Mei
lalu .

Baginda yang diiringi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
kin turut mencemar duli
melawat hospital berkenaan
dan pameran berkaitan AVI-
SENA .

Hadir sama,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Dalam majlis itu, Sultan
Sharafuddin turut berkenan
menyampaikan replika cek
sumbangan RM25,000 da-
ripada hospital pakar ber-
kenaan bagi menaja kos
pembedahan kanak-kanak
lima tahun dan bayi perem-
puan berusia 10 bulan.

Ia masing-masing untuk
membiayai kos prosedur la-
paroskopi untuk penyakit
hernia yang dihidapi ka-
nak-kanak itu dan pembe-
dahan sumbing lelangit bayi
b erkenaan .

Baginda juga berken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berjumlah RM5,000 dari-
pada hospital itu untuk Per-
satuan Kebangsaan Autisme
Malaysia (NASOM) yang di-
terima oleh wakil persatuan
b erkenaan .

Sementara itu, Presiden
d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Kumpulan AVISENA, Datuk
Dr Omar Abd Hamid ber-

kata,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yang dibina di lokasi tidak
jauh dari Hospital Pakar
AVISENA di Seksyen 14 ada-
lah hospital pakar untuk wa-
nita dan kanak-kanak ter-
besar di negara ini.

Katanya, hospital itu me-
nawarkan perkhidmatan
perbidanan, ginekologi dan
pediatriks dalam hampir se-

mua bidang pengkhususan
seperti kesuburan, peruba-
tan janin-ibu (mater-
nal-foetal), uroginekologi,
neonatologi (penjagaan bayi
baru lahir), paediatrics car-
diolo g y , pembedahan pedi-
atrik, ortopedik pediatrik,
perkhidmatan pergigian pe-
diatrik, pembangunan ka-
nak-kanak dan pelbagai
pengkhususan lain.

Rafidah Mat Ruzki
am @ hmet r o . co m. my

Shah Alam

S 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malam me-

rasmikan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yang beroperasi di
Seksyen 14 di sini, sejak Mei
lalu .

Baginda yang diiringi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
kin turut mencemar duli
melawat hospital berkenaan
dan pameran berkaitan AVI-
SENA .

Hadir sama,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Dalam majlis itu, Sultan
Sharafuddin turut berkenan
menyampaikan replika cek
sumbangan RM25,000 da-
ripada hospital pakar ber-
kenaan bagi menaja kos
pembedahan kanak-kanak
lima tahun dan bayi perem-
puan berusia 10 bulan.

Ia masing-masing untuk
membiayai kos prosedur la-
paroskopi untuk penyakit
hernia yang dihidapi ka-
nak-kanak itu dan pembe-
dahan sumbing lelangit bayi
b erkenaan .

SULTAN Sharafuddin dan Tengku Norashikin berkenan melawat Unit Penilaian dan Perkembangan
Kanak-Kanak selepas Majlis Perasmian AVISENA Women's and Children's Specialis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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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serah kepada polis 
SHAH ALAM - Kerajaan 
negeri menyerahkan sepe-
nuhnya kepada polis ber-
hubung larangan Dr Zakir 
Naik memberi ceramah di 
Selangor.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perkara melibatkan 
keselamatan harus men-
dapat nasihat daripada 

pihak polis.
“Perkara ini bergantung 

kepada polis untuk menen-
tukannya.

“Jika ia melibatkan isu 
keselamatan dan beberapa 
isu yang dibangkitkan se-
belum ini, kita harus men-
dapat nasihat daripada 
mereka,”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ketika hadir 

pada Majlis Perasmian Avi-
sena Womens and Child-
ren Specialist Hospital di 
sini semalam.

Pada 20 Ogos lalu, Ke-
tua Polis Negara, Datuk 
Seri Abdul Hamid Bador 
berkata, Dr Zakir tidak di-
benarkan memberi cera-
mah di semua medium 
termasuk di media so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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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Selangor hargai 
peranan media

SUBANG - Invest Selangor Berhad (Invest Selangor) menghar-
gai peranan dimainkan oleh media dalam mempromosikan usa-
ha untuk menarik pelaburan dan pembangunan di negeri ini.

Dalam majlis itu, Sinar Harian yang diwakili Ketua Pe-
ngarangnya, Datuk Baharom Mahusin turut menerima Tro-
fi Anugerah Khas bagi kategori Rakan Media Invest Selangor 
bersama sijil penghargaan Ketua Biro Selangor yang disam-
paik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Amirudin berkata, media cetak, elektronik dan digital 
banyak memberikan sumbangan serta impak positif dalam 
mempromosikan pembangunan ekonomi di Selangor.

“Kerajaan negeri juga terbuka untuk menerima sebarang 
cadangan dan kritikan daripada pihak media,”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Malam Penghargaan Media yang berlang-
sung di Hotel Dorsett Grand di sini kelmarin.

Amirudin (lima dari kiri) d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Invest 
Selangor, Datuk Hasan Azhari Idris (lima dari kanan) bergambar 
bersama penerima anugerah di Hotel Dorsett Grand,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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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Selangor hargai 
jasa, sumbangan media 
KUALA LUMPUR 22 Ogos - In-
ves t Selangor Bhd . (Invest Se-
langor) m e n g a n j u r k a n Majlis 
M a l a m P e n g h a r g a a n Media di 
Dorse t t Grand Subang Hotel , 
Selangor bagi m e n g h a r g a i j a sa 
d a n s u m b a n g a n p e t u g a s m e d i a 
t e m p a t a n m a l a m s e m a l a m . 

M e n u r u t Invest Selangor, 

objektif u t a m a majl is ini dian-
j u r k a n ada lah bagi m e m b e r i k a n 
pengha rgaan ser ta m e r a p a t k a n 
h u b u n g a n d u a hala di an ta ra 
p ihak kera jaan negeri Selangor 
d a n Invest Selangor b e r s a m a ra-
kan m e d i a yang te lah m e m b u a t 
l ipu tan beri ta d a l a m m e m p r o -
m o s i k a n u s a h a - u s a h a menar ik 
pe l abu ran ke neger i i tu . 

"Ini m e r u p a k a n sa tu peng-
hargaan dar i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d a n Invest Selangor 
kepada m e d i a cetak, m e d i a 
e lektronik a t au m e d i a digital 
a t au on l ine yang t e lah banyak 
m e m b e r i k a n s u m b a n g a n d a n 
i m p a k yang positif di d a l a m 
u s a h a - u s a h a m e m p r o m o s i k a n 
p e m b a n g u n a n e k o n o m i k e p a d a 
negara Malaysia secara a m n y a 
d a n negeri Selangor khasnya . 

"Pe ranan d a n s u m b a n g a n 
p ihak m e d i a ada lah pen t -
ing d a n a m a t d ipe r lukan bagi 
m e n y e b a r k a n m a k l u m a t d a n 
beri ta terkini b u k a n saha ja di 
da l am negara b a h k a n ke selu-
r u h dunia ," kata Invest Selangor 
d a l a m k e n y a t a a n di sini har i ini. 

Majlis i tu t e l ah d i s e m p u r n a -
k a n o leh Mente r i Besar Selan-
gor, A m i r u d i n Shari . 

Dalam maj l is i tu, rakan-ra-
k a n m e d i a kong lomera t t u r u t 
d i ra ikan d e n g a n p e n e r i m a a n 
Trofi Anuge rah Khas bagi ka-
tegori Rakan Media Invest Se-
langor Bhd. d a n juga sijil peng-
ha rgaan k e p a d a 11 ke tua bi ro 
m e d i a negeri Selangor yang 
te lah m e m b a n t u m e m p r o m o -
sikan aktiviti-aktiviti berka i tan 
p e l a b u r a n di neger i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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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kir Naik: Selangor 
akur arahan polis 
Oleh MOHD. ASRON MUSTAPHA 
pengarang@utusan.com.my 

• SHAH ALAM 22 OGOS 

SELANGOR akur d e n g a n ara-
h a n polis supaya Dr. Zakir 
Naik t idak d ibena rkan m e m -

beri c e r a m a h di s e m u a m e d i u m , 
t e r m a s u k m e d i a sosial. 

Meriteri Besarnya, Ami rud in 
Shari berka ta , isu Zaldr mel ibat -
k a n soal kese l ama tan d a n kera-
jaan neger i per lu m e n d a p a t nasi-
ha t da r ipada p ihak be rkuasa . 

"(Isu la rangan Zakir) i tu u ru -
san polis. Biar polis b u a t k e p u t u -
san d a n kita ikut a r a h a n polis. 

"Perkara ten tang larangan dan 
sebagainya atas nasihat polis, 
sebab ia melibatkan keselamatan 
d a n juga beberapa isu yang dibang-
kitkan sebe lum ini," katanya. 

Ami rud in d i t emu i se lepas 
maj l is p e r a s m i a n Hospital Pakar 
Wanita d a n Kanak-Kanak Avi-
sena y a n g d i s e m p u r n a k a n Sul-
t a n Selangor, Sul tan Sha ra fudd in 
Idris Shah di sini har i ini. 

Yang t u r u t hadir , Tengku Per-
maisur i Selangor, Tengku Per-
maisur i Norashikin; Menter i 
Hal Ehwal Ekonomi , Datuk Seri 
M o h a m e d Azmin Ali; Pengerus i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kenan melawat Unit Peniiaian dan Perkembangan Kanak-kanak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di Shah Alam. Selangor. semalam. 

Avisena Holdings Sdn. Bhd. , Tan 
Sri Abdul Aziz Mohd . Yusof ser ta 
Pres iden m e r a n g k a p Ketua Pega-
wai Eksekut i f K u m p u l a n Avise-
na , Datuk Dr. Omar Abd. Hamid 

Avisena d i t u b u h k a n p a d a 1996 
d e n g a n n a m a asalnya Pusa t Peru-
ba t an PMMC, kini memil ik i d u a 

b u a h hospi ta l d e n g a n kapasi t i 251 
katil, 115 dok tor pakar , 15 pegawai 
p e r u b a t a n d a n 1,000 kaki tangan . 

Semalam, Ketua Polis Negara, 
Datuk Seri Abdul Hamid Bador 
berkata , larangan Zakir m e m b e r i 
c e r a m a h di se lu ruh negara i tu ter-
pakai sehingga s iasatan sele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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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Two massage 
parlours sealed 
by MPSJ in raid 

4 

Illegal massage parlours raided 
MPSJ tears down extensions and hands over 32 foreign workers to cops 
By CHRISTINA LOW 
christinalow@thestar.com.my 

TWO illegal massage parlours 
were sealed off by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during a 
raid to curb the mushrooming of 
such outlets. 

A team of 25 enforcement 
officers visited the oudets in 
Bandar Puteri, Puchong and were 
surprised to see there were many 
foreign workers present and some 
were even taking a nap. 

A total of 32 foreign workers 
and their caretakers were detained 
and sent to the Sepdang district 
police station. 

During the operation, three cus-
tomers were in the premises and 
had their particulars taken by the 
enforcement officers. 

"We have been getting many 
complaints from residents in the 
area and after conducting several 
checks, we confirmed that these 
massage parlours do not have 
proper licence to operate," said 
MPSJ deputy president Mohd 
Zulkurnain Che Ah who led the 
team together with MPSJ enforce-
ment director Ismail Salim. 

Zulkurnain said to ensure the 
operators did not restart their 
business, he instructed the 
enforcement team to tear down all 
the illegal partitions in the premis-
es. 

Both premises had more than 10 
private rooms, each with bath-

An MPSJ 
enforcement 
officer 
knocking 
down the 
illegal partition 
in a massage 
parlour in 
Puchong. 
- IZZRAFIQ 
ALIAS/The Star 

MPSJ Beauty and Wellness Centre 
2013 by-law for operating a mas-
sage centre without a licence. 

They will also be slapped with a 
RM500 compound for building ille-
gal extensions in a premises under 
Section 72 of the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room attached and spread over 
two floors. 

"Even if they (illegal operators) 
were to restart their business, it 
will take them some time to get 
everything up again. Most impor-
tantly, we want to stop this busi-
ness completely,"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team had previously made 
visits to the premises but only 
seized towels, massage oils and 
mattresses. 

Zulkurnain said it was difficult 
to nab these operators as it was an 
uphill task to understand their 
modus operandi. 

"They (illegal operators) have 
many layers of CCTV cameras, 
secret doors and passage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team often 
had to rely on public information 
as well as going undercover. 

The operator will be fined a 
maximum of RM1,000 under the 

Headline Illegal massage parlours raided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23 Aug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4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519 cm²
Journalist Christina Low AdValue RM 26,11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78,357



Poor at PPR 
Lembah Subang 2 
receive zakat aid 
PLUS Malaysia Bhd contributed RM150,000 to 
300 hardcore poor at PPR Lembah Subang 2 
in Petaling Jaya, Selangor, as part of its zakat 
distribution. 

Its managing director Datuk Azman Ismail 
said the highway concessionaire paid 
RM17mil in total based on its 2018 earnings. 

"In Selangor, we paid RM2.77mil in 
zakat and some of it was distributed to the 
needy such as those living at PPR Lembah 
Subang 2," he said at the distribution ceremo-
ny. 

The 300 selected recipients received RM500 
each at the event held at the PPR Lembah 
Subang 2 community hall in the presence of 
Selangor Housing and Urban Living 
Committee chairman Haniza Talha. 

Haniza thanked PLUS for the initiative and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aid could also be 
channelled in the form of community eco-
nomic and income-generating programmes. 

"We would like corporate bodies to pair up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to do community 
outreach. We want to conduct programmes 
tailored for these poor families to earn addi-
tional income. 

"I welcome efforts such as business oppor-
tunities at the highway's rest-and-recreation 
areas provided to these poor families. 

"The government is always committed to 
helping these communities too and we have 
had numerous activities at PPR Lembah 
Subang and its vicinity," s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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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city 
in the pipeline 
Project to create 9,000 jobs, 
address illegal premises issue 

STARMETRO, FRIDAY 23 AUGUST 2019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THE KL & Selangor Furniture 
Association (KSFA) has teamed up 
with B&G Property and MJD Land 
to launch an industrial furniture 
development in Sungai Buaya, 
Selangor to address the issue con-
cerning legality of factories. 

It will be known as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City @ Selangor (SIFC) -
Sungai Buaya with the state govern-
ment's approval, said KSFA presi-
dent Datuk Eric Lee Kong Sim. 

SIFC was created to look into the 
legality of furniture factories, which 
is among the problems affecting 
Malaysia's furniture industry. 

To facilitate the furniture city, a 
283ha land in Sungai Buaya has 
been identified. The area is about 
35km from Kuala Lumpur via the 
North-South Expressway. 

"KSFA is focused on selling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FC development, 
comprising 255 industrial lots over 
117ha of land. It will be a guarded 

community with security features 
such as anti-climb perimeter fenc-
ing, boom gate and 24-hour security 
patrolling service," said Lee. 

By developing SIFC, he said it 
would reduce the issue of illegal fac-
tories in Selangor. 

The other objective is to contrib-
ute to economic growth in exports, 
reduce imports while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local-made furniture. 

The development will consist of 
20m-wide internal road and green-
ery. There would also be dormito-
ries for workers, said Lee. 

Some 9,000 jobs will be created, a 
gross development value of RMlbil 
and annual output of about RM3bil 
are projected from the project. 

SIFC was launched by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who 
said, 'This will certainly boost and 
accelerate our furniture export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He quoted the 2019 Doing 
Business report, which stated that 
the World Bank had placed Malay-
sia in 15th position among 190 

Lee (fourth from left) and Amirudin (centre) at the launch of SIFC. 

world economie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also ranked Malaysia as the 
25th most competitive nation 
among 140 countries in 2018. 

"Malaysia is also the second most 
competitive nation among the 
Asean countries. In the furniture 
industry alone, Malaysia is among 
the top 12 furniture exporters 
reaching over 160 global markets. 

"The local wood and furniture 
industry has grown steadily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ith RM7.35bil in 
2013 to the peak of RM10.13bil in 
2017. 

"Despite a slight decline in 2018, 
the total export value for furniture 
products last year still recorded a 
staggering amount of RM9.83bil, 
which is a slight reduction of 3%, 
with Selangor contributing over 
30% of total export. 

"That same year, the record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was worth 
RM9.6bil. 

"I remain optimistic of subse-
quent growth as Malaysian furni-
ture producers have been known to 
be reliable suppliers and producers 
of quality furniture," he said. 

Amirudin added that these attrib-
utes contributed to preference for 
Malaysian furniture among interna-
tional buyers. 

"This does not happen overnight 
but it is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uphill battles and great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players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total export value for furni-
ture products reached RM4.13bil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this year. This is 
an increase of 9.6% from RM3.77bil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It is 
really a good sign," he said. 

He added that Malaysia would 
continue to undertake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resil-
ience of the furniture industry. 

"These include strategic moves by 
th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the 
focus on labour, raw materials, 
mechanisation and automation 
issues. 

"SIFC will certainly boost and 
accelerate our furniture export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 furni-
ture industry is purely a "Made in 
Malaysia" business venture as we 
fully utilise local raw materials in 
the local production," he said. 

Amirudin said he was aware of 
concerns over illegal factories, for-
eign labourers, factory compliance, 
industrial facilities and bumiputra 
participation. 

"I believe SIFC will be a feasible 
plan, in line with the government's 
goal to achieve a volume of RM20bil 
worth of furniture exports by 2025,"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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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t hospital for women and children opens in Shah Alam 

For women and children: Sultan Sharafuddin (fourth from left) with 
Tengku Norashikin (sitting, left) sharing a light moment with the pediatric 
patients and hospital staff members during a tour of the hospital. Looking 
on is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third right) and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Datuk Seri Azmin Ali (third left). 

By LOH FOON FONG 
foonfong@thestar.com.my 

SHAH ALAM: The Avisena Group 
has opened the largest private 
women and children specialist hos-
pital in Malaysia, with 133 beds and 
52 specialists. 

The Avisena Women's and 
Children's Specialist Hospital was 
launched by Selangor Rule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nd graced 
by Tengku Permaisuri of Selangor 
Norashikin Abdul Rahman and Raja 
Muda of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esterday. 

Avisena Group president and 
group CEO Datuk Dr Omar Abd 
Hamid said the project started 
three-and-a-half years ago. 

He said services at the hospital 
include maternity, gynaecology, pae-

diatrics and child development. 
He said the Avisena Specialist 

Hospital, which was built in Shah 
Alam 11 years ago, would also be 
expanding. 

Dr Omar said Avisena would be 
adding another 140 beds there for 
medical tourism. 

The Marriot International Hotel 
had agreed to build a four-star hotel 
called Fairfield by Marriot beside 
the hospital, he added. 

"We hope the project will be com-
pleted in four years," he noted. 

"We are confident it will bring 
about more interesting and dynam-
ic medical tourism, and turn Shah 
Alam into a good health services 
hub in Selangor and Malaysia," he 
said. 

For the long term, Avisena Group 
also plans to build more hospitals 
in the Klang Valley and other 

states, he said. 
Avisena Group vice-president 

(operations) Mazidah Umar said 
that besides its various sub-spe-
cialties, the Avisena Women's and 
Children's Specialist Hospital pro-
vides value-for-money boutique ser-
vices such as a family suite at RM600 
per night, which comes with a but-
ler along with four meals a day. 

"The services are in line with our 
tagline "With us, it's always person-
al'," she said. 

The hospital also has an area for 
mothers to rest called Anjong 
Bonda. 

Also present at the launch were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Datuk 
Seri Azmin Ah,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and form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er Datuk Seri Mustapa 
Mo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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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Media can help foster unity

SUBANG JAYA: The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o foster 
unity among Malaysians,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on Wednesday. 

He said the media was a crucial 
instrument in disseminating 
positive news, in addition to 
cultivating a sense of harmony 
among the people. 

Amirudin, who was speaking at 

Amirudin, flanked 
by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 Datuk 
Teng Chang Khim 
(left) and Invest 
Selangor Bhd 
CEO Datuk Hasan 
Idris at a media 
appreciation 
event on 
Wednesday.  
– MASRY CHE 
ANI/THESUN

� BY EELLY FAZANIZA 
newsdesk@thesundaily.com

Invest Selangor Bhd’s media 
appreciation night at Dorsett Grand 
Subang, said it was the role of the 
media to ensure accuracy and 
balance in their reports,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ligious and 
racial sensitivities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nation. 

He commended the print, 
electronic and online media for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sia. 

Amirudin said the media should 
continue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through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lthough we hav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our main goal is the 
same, which is to build a nation that 
is peaceful and bountiful.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always be 
open to views from the media.” 

At the event, Sun Media 
Corporation was presented an 
award in the media partner 
category.  

Its executive director Ching Chun 
Keat received the award.

AMAR SHAH MOH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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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 sena婦女與兒童專科醫院

雪蘇丹與蘇丹后開幕
(吉隆坡22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 

下与苏丹后诺拉西京，为莎阿南Avisena 

妇女与儿童专科医院开幕。
上述医院位于莎阿南14区，在2016年开 

始动工兴建，并已在5月投入运作。
医院共有133床位，25名驻院专科医

.(I

生、36名特约专科医生，共309员工。

殿下也在开幕时，移交一笔来自该医 
院，总共2万5000令吉捐款，给1名5岁男 

童及一名10个月大的女婴，作为手术费 
用。

°h述男童将进行腹股沟疝气手术，而女

婴则进行唇騁裂修复手术。
殿下也代表院方移交5000令吉捐款给全 

国自闭症协会。
出席者还有经济事务部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与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計劃巴生谷建醫院

该院主席兼总执行长拿督奥马致词时指 
出，该院是我国最大的妇女与儿童专科医 
院，并备有先进的医药科技，能提供该领 
域内所有类型的医疗服务。

他说，该院拥有生育中心、胎儿医学、 
泌尿科、新生儿科、儿科心脏病学、小儿 
外科、儿科整形外科及儿科牙科服务。

“这家也是我们集团开的第二间医院， 
第一间早在去年投入运作，也是位于莎阿 
南。”

他指出，该集团也打算在首家医院増 
设140个床位，以吸引更多来自澳洲、印 

尼、中东的医疗旅游客人。
他说，该集团未来也计划在巴生谷兴建 

数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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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2日讯）营业超过半 
世纪的士拉央荅鲁巴刹将于9月 

尾结束营业，搬迁至附近新建的 
室内巴刹。

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说，该巴 
刹的所在地是片私人地，其实早

月1日前搬迁。”
他指出，该巴刹是历史悠久的 

巴刹，包括非法小贩在内共有 
TOO多名小贩。

他说，士拉央市议会早前已经 
审核过小贩，符合资格搬迁到新

士拉央荅魯巴剎_
小販獲安置室内營業
在十多年前，地主就要收回，不 
过当年因技术问题，而拖延至 

今
1 ° “如今发展商为安置小贩的室 
内巴刹已经建好，小贩必须在10

巴刹的小贩共294名。
“新的室内巴刹就在原址隔2 

条街，共有4层楼，2层是作为巴 
刹营业，2层则是泊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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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打造和諧社會

年輕人應多參與活動
(瓜雪22日讯）雪州议长 

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呼吁 
年轻人多参与非政府组织活 
动，扩大生活圈子和结交不 
同族群朋友，共同打造新马 
来西亚的和谐社会。

他指出，时下年轻人应多 
参与各种组织活动，无论是 
球类运动或社区服务组织， 
藉著与更多人交流，扩大自 
身视野，有助塑造正确的人 
生观，尤其身在多元族群的

马来西亚，多与不同族群交 
流，学习各家之长，更是不 
应错失的机会。

學習各家之長

他不讳言，许多年轻人都 
没有友族朋友，皆因生活圈 
子没有交集且互动稀少，因 
此未来他将主办更多跨族群 
的活动，邀请不同族群的青 
年组织加入，就如今年的国

庆曰主题“爱我国家，廉 
洁大马”，强调爱国及团 
结的重要性。

他曰前出席其服务中心 
主办“州议员与年轻人打 
保龄球”活动时，这么指 

出。出席者包括沙白安南县 
议员诺苏丽夏与近50名青少 
年。

k瑞林勉励青少年为人生 
定下奋斗目标，尤其离开校 
园后要及时规划人生，因为 
时间流逝很快，人生也没多 
少个10年，不应视年轻力壮 

为唯一本钱，要勇于筑梦、 
积极行动与抱持正面思想， 
才能达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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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生福建会馆妇女组组长叶 
金花指出，从最初的6个 
乡团妇女组，到现在已共有32 

个乡团和社团的妇女组，这一 
路走来不容易，但是姐妹们的 
耕耘、付出、不分血缘性或地 
缘性，联系滨海与巴生一带好 
姐妹群互相交流。

她说，举办妇女节的宗旨是 
联系华团妇女姐妹的感情，相 
互观摩和互相学习，提升妇女 
姐妹的社会地位、素质与智

葉金花：32婦女組一路走來不易

■妇女节庆典捐献教育基金给巴生4独中，左起为李平福、锺宝妹、梁德志、 

陈祈福、陈丽娜、陈秀环、颜觥峻及蔡崇伟。

■全体协办的妇女组与贵宾共切妇女节蛋糕，左10起是陈祈福、杨巧双、陈秀环及陈丽娜。

(巴生2 2日 

讯）巴生福建会 

馆妇女组主催，

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主办，30 

个华团妇女组协办，第20届大马妇女 

节“情牵巾帼二十载，传承文化显风 

范”之夜，昨晚在巴生福建会馆冷气 

大礼堂隆重举行，筵开120席，场面 

温馨。

巴生福建會館婦女組主催

孀去節之运輸麵
大会邀请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主持开幕。

出席者°包括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永久顾问暨马 
中文化艺术协会名誉会长陈凯希、大会顾问兼巴 
生演海陈氏宗亲会会长陈祈福、班达马兰区州议员 
梁德志、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会总会长拿督斯里陈 
进发、陈总会妇女组主席陈威燕、巴生福建会馆会 
长苏学民、马来西亚福联会名誉总副会长拿督郑今 

智、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顾问陈矜颖、巴生 
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蔡崇伟、兴华独中董事长拿督 
李平福、光华独中副董事长锺宝妹、滨华独中总务 
颜来发及《中国报》雪州滨海区经理关金芝等。

演好現代女性角色

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在致词时指出，妇女不 
是弱者，她们独当一面，世上至少5名女总统。古 
时候妇女在家相夫教子，今日妇女兼顾家庭，出外 
工作赚钱养家，鼓励妇女空余时间休闲活动，促进 
妇女组联系，加强团结，培养兴趣，精彩人生。

大会主席兼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主席陈秀 
环指出，我国妇女在各领域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作为女性，希望当身处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女性也

■大会颁发纪念品绐协办妇女组主任， 

丽娜。

前排左6起为陈矜颖、陈祈福、杨巧双、陈秀环及陈

能自信地面对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演好现代女 
性的角色，显示妇女今时今曰对社会发展的重

要性，尤其在传承文化、关爱弱势及人文教育 
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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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祈福（左2)颁发纪念品给开幕人杨巧双（右2) 

为筹委会主席陈丽娜、右为大会主席陈秀环。

左

(巴生22日海鸥集团执 

董事主席陈凯希已故太太陈 

秀英，荣获第20届大马如女节 

“巾帼风采之女杈奖”，由女 

儿陈景颂代领。

该妇女节是由巴生福建会馆妇女 

组主催，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 
组主办，30个华团妇女组协办，昨 

晚在巴生福建会馆冷气大礼堂隆重 
举行，筵开120席，其主题为“情 

牵巾帼二十载，传承文化显 

风范”。

表揚5位女性

已故陈秀英荣获“巾帼风 

采之女权奖”、陈美丽荣获 

“巾帼风采之女企业奖”、

佘琼凤校长荣获“巾帼风采 

之卓越奖”、龙华寺住持传 

智法师荣获“巾帼风采之精 

神奖”、风采姐妹荣获“巾 

帼风采之风韵奖”。

大会顾问兼巴生滨海陈氏 

宗亲会会长陈祈福指出，巴 

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在 

本届庆典中颁发“巾帼风采 
奖”，表扬5位在各领域发

光发热的女性，她们在性格上都是 

聪颖、智慧；在精神上是豁达、乐 

观向上。

他说，大马女性始终没有放弃为 

自己的权益奋斗和拚搏，风雨兼程 
20年，大马妇女节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希望这个平台能走下去，未 

来代表女性更勇于发声，让社会更 

关注女性权益。

出席嘉宾包括巴生滨海陈氏宗亲 

会永久顾问暨马中文化艺术协会

名誉会长陈凯希、班达马兰区州议 

员梁德志、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会 

总会长拿督斯里陈进发、1席陈威 

燕、巴生福建会馆会长苏学民、马 
来西亚福联会名誉总副会长拿督郑 

今智、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 

顾问陈矜颖、巴生中华独中董事长 

拿督蔡崇伟、兴华独中董事长拿督 

李平福、光华独中副董事长锺宝 

妹、滨华独中总务颜来发，及《中 

国报》雪州滨海区经理关金芝等。

■第20届大马妇女节隆重开幕，前排左起为陈亚彬、陈进发、陈威燕、梁德志、陈祈福、陈丽娜、陈凯希、郑今智、陈秀环、苏学民、叶金花、陈美丽及陈金华。

f I
I陳凱希已故夫人

陳秀英榮獲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yd部长杨巧双指出，自政府 
于1月1日宣布，凡是雇佣60岁 

以上员工，雇主缴付的公积金 
从6%减至47。后，今年共有2万 

9000名60岁以上乐龄人士回到 

职场，増加127。。

“当中63%为60至63岁，多数 

为女性，増加18%，而60至64 

岁妇女，则増加18%，男性乐 

龄人増加9%，希望乐龄人士保 

持生产力，继续为国家经济贡 

献。，，
她是为20届大马妇女节“情 

牵巾帼二十载，传承文化显风 

范”晚宴上致开幕词时说，同 

时，健康的乐龄人士仍然可以 

回到职场工作，今年在这项新 

制度下，乐龄员工不被扣除薪 

水缴付公积金，他们领取全 

薪

k也说，妇女推动国家经济 

发展，目前在职场工作的女 
性占54%，希望2020年提升至 

59%，该部因此在获得政府1000 

万拨款，开办托儿所，鼓励女 

性回到职场，今年将在政府部 
门开办66间托儿所，当中医院 

19间，监狱局5间、警察局3 

间。
她说，政府去年8月15日，发 

出家庭主妇公积金，鼓励家庭 
主妇储钱养老，至今年6月全马 

已经12万3000女性参加“家 

庭主妇公积金计划” i-Suu， 

她鼓励女性不要放弃到职场工 

作，以为国家经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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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應纖
(梳邦再也22日訊）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希望媒体 

作出准确、正面及平衡的报导， 

并顾及宗教和种族敏感的课题； 

媒体也在促进各族和睦上，扮演 

重要角色。

他说，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等，在 
过去在国家经济发展宣传方面，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媒体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 

媒体把消息传播到国内外，而在工业

4.0时代，媒体拥有更多方式，如社 

交媒体可以作为发布消息的管道。” 

阿米鲁丁昨曰出席雪州投资促进机 

构感谢媒体宴时，这么指出。出席者 

包括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雪州 

投资促进机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山，以 

及各源流媒体主管和代表。

去年投資額創紀錄

他也透露，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去年 
为雪州吸引189亿4700万令吉的国内 

外投资，创下30年来増长最高的纪

录。相比2017年55亿92万令吉投资， 

去年的投资额増加了 238%，比预期高 

出很多，也是増长最高的一次。
“这些投资额是来自241项工厂计 

划，也是我国去年批准最多工厂的州 

属。”

°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依然是投资者 
的首选，并让雪州在2018年，继续成 

为国家生产总值最大的贡献者。
他说，雪州的生产总值比2017年増 

加了6.8%，达到3230亿令吉，占全国 

生产总值的23.7%。

10月國際商業峰會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说，州政府 

y将透过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在10 
月10曰至13日，在大马国际贸易展览中 

心，举办第3届雪州国际商业峰会。

他指出，峰会主要有4个生要项目，分 
别是2019雪州国际展览会、=詹州东盟商 

业研讨会、雪州精明城市与数码经济会 
议、2019雪州研发与革新展览。

他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峰会的展览， 

吸引更多潜在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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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翼鋒建功

警察戰平紅巨人
(马六甲市22日讯）马来西亚杯足球赛小组赛第4轮 

昨晚再战一场，13组的警察队主场以2比2逼平33届霸主 

“红巨人”雪兰莪，双方都保持著 
[线希望〇

这场在古城汉哲拔体育场进行的 
比赛，警察队的尼日利亚中场阿格 
巴在第28分钟打破僵局，助主队1比 

〇领先上半场。
下半场进行到第68分钟，雪兰莪 

队长泰勒雷根门前补射得手扳平比 
分。红巨人的尼日利亚前锋奧莫苏 
伊在第80分钟再进一球，2比1反超 

比分。
然而，雪兰莪防线却在第8T分钟 

出现失误，让警察队快速反击得 
手，由韩国翼锋李昶勋攻入扳平 
球，最终以2比2绝平对手。

8強或提前誕生

这是雪兰莪在4轮比赛的第3场平 
局，积6分在多赛1场之下屈居小组 
第2;警察队则以5分排名第3,在还 
剩2轮比赛之下，双方都还有机会晋 

级淘汰赛〇
明曰A°2场比赛有可能提前产生8

森美兰对登嘉+娄 

00PM，芭蕾端姑阿^拉曼体育场）

柔佛达鲁塔克欣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00PM，新山拉庆体育场）

C组 

(9 

C组 

(9 

D组 

(9

槟城对霹雳 

00PM,乔治市市政局体育场） 

彭亨对 沙巴 

00PM,关丹达鲁玛末体育场） 

马六甲对土地发展局联 

00PM,甲市汉哲拔体肓场）

B组：玛拉工艺大学对八打灵再也市球会 

(9:00PM，莎阿南玛拉体肓场）

D组：警察和雪兰莪 2比2

小組賽第4輪

曰賽程（25曰)

明曰賽程（24曰)

今曰賽程23曰)

前曰成績（21曰)

且

Q
y
且

 

/
(
\

■外援阿格巴先拔头筹后举手庆祝。警察在 
这场马杯賽事2比2逼平雪兰莪。

强队伍。
A组的领头羊、上届亚军“海龟”登嘉楼作客3

战全败的森美兰，若能保持4战全胜，将成为首
支提前锁定8强淘汰赛资格的球队。

B组的马超冠军“南虎”柔佛达鲁塔克欣主场
迎战霹雳经济发展局，瞄准拿下第3场胜仗，继

续巩固榜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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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閣下週會議

商降低29大道過路費
(吉隆坡22日讯）内阁将在下周的会 

议，决定降低国内29条收费大道过路费的 

方式。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导，这也是希望 

联盟在第14届全国大选竞选宣言提到的， 

通过降低大道收费以减轻生活费的承诺。
财政部今年4月宣布，政府献议以总值 

62亿令吉向金务大收购旗下4条大道特许 
经营权，这4条大道是白蒲大道（LDP)、 
吉隆坡西部疏散大道（SPRINT)、莎阿南 
大道（KESAS)及精明隧道（SMART)。

標準存分歧

不过，消息指出，财政部和公共工程部 
针对过路费的标准有分歧。其中，财政部 
长林冠英提出的上述建议让工程部感到不 
安，因为后者另有一项建议；工程部也反 
对削减其他项目的预算，斥资62亿令吉向

金务大收购旗下4条大道特许经营权。

该报引述匿名官员的消息说，内阁将在 
下周三的会议讨论降低过路费的建议，尤 
其是所使用融资方式的类型，以及最终成 
本。

“一些部长质疑为什么他（林冠英） 
不愿意花费在其他计划上，却热衷于向 
金务大支付62亿令吉？对于联邦土地局 
(Felda)救援方案而言，恰好也需要 

62亿令吉，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能有定 

案。”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年 

4月透露，政府已同意为联邦土地局提供 
62亿3000万令吉，以重组联土局和强化该 

局未来运作。
他说，政府会分阶段根据需求，通过拨 

款、贷款和政府担保形式，发出这笔款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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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山（右4)与嘉宾及理事要员等，左起为苏松和、高开亿、洪益能、蔡赞 

富、苏青枚、颜进明夫妇及余华兴，右起为林进兴、郑宝庆及陈建龙。

萬津直落崑崙村盂蘭勝會

平安宴筵開100席癒議si
(万津22曰 

讯）万津直落 

昆仑村庆赞中 

元节普度盂 

兰胜会一连两 

天，在该村民 
众会堂广场热烈举行，参与的居民与善信 

等逾千人，除了举行普度超度法会，昨晚 

也设有平安宴盛会，筵开KX)席，场面热腾 
腾。

°该村盂兰胜会理事会庆赞中元节也不忘 
教育与社会公益，特拨出4000令吉，分捐 

给万津直落昆仑居民协会附属幼稚园、瓜 

冷爱心功德会、瓜冷爱的关怀及万津中华 

学校新校舍暨多元用途礼堂落成开幕晚宴 
各1000令吉。

直落昆仑盂兰胜会理事会主席陈建龙致 

欢迎词（由其胞兄陈建成代表）时建议，

由直落昆仑居民协会、直落昆仑关圣宫、 

直落昆仑元宵节庆委会及直落昆仑盂兰胜 
会理事会4个机构联合成立建委会，共同努 

力筹款来完成篮球场加盖顶工程。

他希望该区州议员刘永山积极协助以早 

曰落实有盖篮球场的计划。他感遗憾，自 
从505后，左3年右3年，前后等待整10年， 

都还未看到有关工程的任何进展。

陈建龙吁请居民同胞们团结合作，积极 
参与支持该村每年的4大活动，包括孝亲敬 

老新春晚宴、瑞狮祥龙庆元宵、盂兰胜会 

及关圣宫神诞庆典，并加以发扬光大。

•77津区州议员刘永山致 

^词时指出，将继续跟 

进直落昆仑篮球场加盖事 

宜，并协助通过其他管道 

争取拨款来尽快落实有关 

计划。他已经向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反映，以争取 

协调和设法加以解决。

刘永山州议员也传达黄思 

汉行政议员为瓜冷县带来的 
4大喜讯，包括瓜冷县议会

即将升格为市议会、轻快铁 

服务延伸至仁嘉隆地区、増 

建两所华小以及兴建水上乐 

园主题公园，势必带动瓜冷 

县区的蓬勃发展。

他吁请大家给予配合支 
持，希望在5年内，把瓜冷 

县打造成为“快乐天堂”。
他也宣布拨款2000令吉赞 

助直落昆仑庆赞中元节盂兰 

胜会活动。

平安晚宴上有歌唱节目助 

兴。出席参与其盛的嘉宾 

尚有瓜冷县议员洪価容与颜 

毅靖、万津直落昆仑居民协 

会主席拿督许进登、直落昆 

仑关圣宫全席陈华商、直落 

昆仑庆元宵庆委会主席苏祥 

溢、万津中元公会主席郑宝 
庆、马来西亚肖蛇总会总会 

长颜进明博士及瓜冷海南会 

馆主席陈季川等。

■受惠团体机构代表余华兴（左起）、尤永利及张宝吉接领捐款后与大会要员及 

见证人，右起为陈华商、叶秋发、陈建龙、许进登及刘永山。

劉永山：續跟進籃球場加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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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飄臭味沙沙蘭河水變墨汁
(巴生22日讯）沙沙兰 

河流原是清澈可见鱼虾的河 
水，惟20多年前开始受污 

染迄今，都无法获得解决， 

以往是_年受污染3次，逐 

渐演变成1个月1至2次、再 

变本加厉至1星期两三次， 

近期更是天天处于呈现墨灰 

色，还发出类似腐烂动物尸 

体的恶臭味，令居民直呼受 

不了，甚至有时难忍得还需

戴上□罩。

基本上住在沙沙兰河流沿 

岸的逾百户居民都受到影 

响，尤其是码头一带的约50 

户居民被迫天天嗅臭味，其 

余受影响的居民包括靠河的 

沙沙兰装置艺术公园与美术 

馆与居民，有时中华小学的 

师生也会遭殃。

当地居民不排除河流是遭 

上游地段的工厂如双溪毛糯

或依约工业区所排出的废水 

而污染，而这个问题已经持 
续多年。为此，他们多次向 

雪州环境局、雪州水供管理 

局及瓜雪县议会反映此时， 

同时要求媒体多次进行采 

访，可迄今都没有获得解决 

的方案。

居民受询时说，居民以往 

都是河畔钓鱼，可自河水受 

污染后已多年没有鱼虾，而

■雪州水务管理局人员曾到沙 
沙兰抽取河水的样本，但是没 

有公布调查结果。 ■居民申诉，这个河岸相信是受污染所致

且不时会看到成群鱼只或四 
脚蛇的尸体，或是其他的地 

方漂到这里。居民也申诉若 

墨水河问题无法根除，就无 

法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甚 

至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往河水清澈可钓鱼

另外，•瓜雪县议员林耀明 

受讯时坦诚，环境局和雪州 

水务管理局确实曾来进行化 

验，可是迄今却没有采取改 

善河流水质的行动。

他说，尽管居民多翻的投 

诉，可是上述机构也没有给 

予任何的调查报告，居民只 

有默默的等待。
“当地昔日堪称著名吃蚶 

胜地，随著河水严重受染， 

导致血蚶苗大量死亡，如今 

一蚶难寻。”他透露，雪州 

水供管理局前两个月曾与县 

议会、环境局及土地局等单 

位针对此时展开会议，不过 

并没有公布任何的调查报 

告，不过双方会在本月的26 

曰，再次进行会议。（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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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收據曝騙局“衛生官”沿戶收噴蚊油費

■其中2名民众在付费后，互相 

对照收条，发现收条上编号一 

样都是“0800”，才揭发这起骗

(芦骨22日讯）2名巫裔男子冒充卫 

生局官员，沿户向民众.收取灭虫“登记 
费” 30令吉，最终有3人不疑有诈被骗。

这起事件是于今早9时许，在波德申花 

园发生。由于骗子使用相同号码“0800” 

开出收据，被眼尖的民众发现后揭发骗 

案。为免有更多人上当，一些好心民众目 

前已把此事上载至社交网络，提醒民众关 

注。
据悉，这2名巫裔男子是假冒卫生局官 

员，到有关花园住宅区沿户寻找居民，并 
以卫生局的名义，计划在该花园喷射蚊 

油，因此向每户居民收取30令吉登记费。

由于这2名男子身穿假制服，而当时在 

家者多为长者，以致没有引起怀疑，加上 
费用不高，其中数人就直接缴交这笔“登 

记费” 〇
在居民缴交‘‘登记费”后，2名假官员 

也发出收条以示证明，直到有眼尖的民众 

发现收条附上的号码一模一样后，

才揭发这起事件。

据观察，收条上附上的地址是来 

自雪州八打灵再也，惟有关地址是 

否被盗用，则无人得知。
此外，一些居民也指出，由于自 

己当时身上也没有太多钱，即使是 

10令吉，对方也一样接受，因此证 

实自己遭遇了诈骗分子。（LSL>

■谭玉苹：卫生 

局否认派出官员 

向民众征收费 

用，受害者应报 
案让警方掌握更 

多线舍，对诈骗 

分子采取行动s

■ 2名巫裔男子冒充卫生局官员，沿户向民众收 

取灭虫“登记费”。

衛生局：噴蚊油是免費的
对这起骗案，波德申市议员谭玉苹证实接获民 

众投诉，而她亲自向卫生局了解情况后，获 

卫生局证实未派出官员向居民征收喷蚊油的"登记 

费” 〇
而且，她也强调，卫生局喷蚊油向来是免费的， 

也不曾向民众收取任何费用，这2名男子肯定是诈骗 

分子。
因此她呼吁更多受害者向警方报案，让警方能够 

掌握更多线索，将诈骗者绳之以法。同时，她个人

另外，她也提醒民众一旦遇上类似案件，必须加 

以警惕，切勿上当。（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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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案指遭5人誹謗

扎基爾再度錄供
(八打灵再也22日讯）印 

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奈 

克因发表“客人论”而遭警 

方二度传召录供，早前他报 
案指他遭前大使及4名行动 

党印裔领袖徘镑及抹黑，对

此武吉阿曼警方将于今天下 
午3许传召他录供，并援引 

刑事法典第504 (蓄意侮辱 

及破坏公共安宁）条文调查 

此案。

扎基尔奈克的代表律师阿

克本丁证实，扎基尔奈克下 

午会到武吉阿曼录供，这一 

次传召是针对早前扎基尔针 

对5名人士报案的事情。

扎基尔是在本月16日到 

沙亚南第6区警局报案，声 

称他遭人力资溏部长古拉、 

前大使拿督丹尼斯依格尼迪 

斯、槟城第二副首长拉玛沙 

米、峑眼达南区州议员沙迪 
斯及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斯

等5人，针对他在吉兰丹发 

表的演讲内容，在社交媒体 
及网络上对他作出诽镑及抹 

黑，因此报案要求警方对他 

们的言论展开调查。

扎基尔原拟在19日透过 

律师入禀民事法庭，起诉 

上述5人诽谤，但因来不及 

备妥起诉5人诽谤的各别诉 

状，因此赶不及入禀法庭。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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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居多

2.9禹長者重返職場
(巴生22日讯）妇女及家 

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说，今 

年1月迄今重返职场的乐龄人 

士已增加2万9000人，比去年 

同时期增加12%,当中63%.

的年龄介于60至64岁。

她指出，重返职场以女性占 
大多数，其增长率达18%，

而男性重返职场的增长率为 
9%〇

其中以女性占为最多数，继 

续为社会与经济作出贡献。

她说，重返职场的乐龄人士 
比去年同时期增加12%，当中63%的 

年龄介于60至64岁。

女性就业率盼推高至59%

杨巧双是咋晚出席由巴生滨海陈氏宗 
亲会妇女组主办的第20届大马妇女节 
之“情牵巾帼二十载，传承文化显风 

范”晚宴上时，这么表示。在场的包括 

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会长陈祈福、妇女 

组主席陈秀环、巴生福建会馆会长苏学 

民、妇女组组长叶金花、筹委会主席陈 

丽娜及总策划陈安琪等。

杨巧双说，政府为鼓励乐龄人士重返 
职场，于今年1月推出政策，即雇主为 

60岁以上员工缴纳的最低公积金份额

■杨巧双（右二） 

从陈祈福（左二） 

手上接领纪念品； 

左为陈丽娜，右为 

陈秀环。

从每月6%减至4%，而雇员的缴纳率 
将是零％ 〇

此外，她指士，我国女性目前的就 
业率为54%,希望明年可以推高至 

59%,有助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同 

时，妇女部也于今年获得1000万令吉 

的拨款，用于$政府部门开办66家托 

儿所，以鼓励妇女重返职场工作。

她说，其中有19间开在医院，为医 

院护士提供方便，而另有5间设在监 

狱，还有3间托扎所是设在警察局。

杨巧双表示，为了给予我国妇女的 

福利保障，政k于去年8月推出家庭 

主妇公积金（EPF iSURI ),而截至目 

前为止，已约有12万3000妇女注册。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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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覓合適地點建廟
忠明说，身为神庙理事，要了解 

M地点是否适合神庙，而该庙位 

于高压电缆之下，也许国能认为不安 

全；与其以为在没有人的地方建庙， 

而构成非法神庙，倒不如合法购地， 

申请转换至神庙用途，州政府也能视 

情况批准。

不过，他强调，政府若要拆庙，一 

定要给足够时间让庙方寻找合适地方 

来安顿神明及迁庙，他反对在没有通 

知情况下贸然拆庙。

另外，杨忠明说，神庙不只是供善 

信膜拜神明的华人宗教场所，亦要在 

地方上贡献，如巴生包括普渡理事会 

有五六百间神庙，这些年来已提高了 

水准，如配合神诞庆典捐钱做慈善公

益福利事务，希望各庙理事会能团结 

一致造福人群。

“虽然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与马来 

西亚道教总会巴生皇城分会是不同组 

织，大家做法不一样，有各自的支持 

者；联合会作用要把巴生县所有神庙 

聚在一起，把道教发扬光大，希望大 

家能团结一致，为地方上贡献。” 
(TSI )

永安鎮神廟被拆

楊忠明稱不應開g例
广 I37. H吐 士 ^由播下沾-一 vfc-(巴生22日讯）巴生永安镇高压电缆下的一所神庙，被指非法 

扩建遭巴生县土地局于昨日上午动用执法权拆除后掀波，巴生 

皇城道教联合会会长杨忠明希望拆华人神庙事件是第一宗，不 

希望还有第二宗，否则他们要出来展示道教（组织）力量；但 

也要探讨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是看没有人的地方就可以建庙〇 S#*"■二_
減曲根矻雉

他强调，无论是政府单位或庙方双 

造，往后都能达致双赢方案，若当局 

要拆庙一定要有事先通知，以得到大 

家配合。

应事先通知配合

针对拆庙事件，杨忠明昨晚在巴生 

天缘道堂（昆仑洞）庆赞中元普渡平 

安宴致词后向媒体坦言，拆庙事件不 

应再开先例，就算庙方有错在先，当 

局要如何处置已建好和运作的神庙的 

态度显得重要。

他希望，希盟政府能谨慎处理华人

宗教事件，毕竟希盟才执政联邦一年 

多，便发生这宗巴生这么久以来，应 

该是首次有神庙被拆的事例。
对于华人神庙被拆，他相信大家都 

非常不满意。雪州政府有规定，在 
2008年之前已有的神庙，可以重修政 

府不会拆，除非神庙是扩建和加大。

了解情况施援手

询及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打算如何 

协助庙方，杨忠明表示，会先了解情 

况再看如何帮忙，就算是错了的事情 

也需妥善处理，若证明是庙方有错，

应保持低调。

他透露，该庙不是联合会的会员， 

事发后并没向他求助，但就算不是会 

员，联合会亦抱著“有事大家应协助 

处理”的支援态度。

他不讳言，许多善信对庙被拆心 
里感到不爽，其实该庙在2008年以 

前，是一间很小的庙，最近参与了永 

安镇普渡后联合起来，把位于国能高 

压电缆保留地的旧庙扩建加大，永安 

镇普渡理事会则在庙旁设立秘书处。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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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增长创30年纪录

雪投资机构去年吸资189亿
(梳邦再也22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指丨丨丨，雪州投资促进 

机构在去年为雪州吸引189亿 

4700万令吉的国内外投资，创 

下30年来增长最高的纪录。

他说，相比2017年的55 

亿92万令吉投资，去年的投 

资额增加了 238%，比预期高 

很多。

“这些投资额是来自241 

项工厂计划，也是我国去年批 

准最多工厂的州属。”

他指出，雪州依然是投资

者的首选，2018年继续成为国 

家生产总值最大的贡献者。

他说，雪州的生产总值比 

2017年增加了 6.8%，达到 

3230亿令吉，占全国生产总值 

的 23.7% °

大臣昨晚出席雪州投资促 

进机构感谢媒体宴时这么指 

出。

媒体宣传贡献大

大臣说，印刷媒体、电子 

媒体等，在过去在国家经济发

展宣传方面，作出很大贡献。

“媒体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需要媒体把消息传播到国 

内外，而在工业4.0时代，媒 

体拥有更多的方式，如社交媒 

体可以作为发佈消息的管 

道。”

他指W，雪州政府希望媒 

体能做出准确、正面及平衡的 

报道，并顾及宗教、种族敏感 

课题。

“媒体在促进各族和睦 

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出席者还有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雪州投资促进机 

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山。

10月办国际商业峰会

邓章钦说，州政府将通过 

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在10月 

10 R至13日，在大马国际贸 

易展览中心，举办第3届雪州 

国际商业峰会。

他指出，峰会有4个主要 

项目，分別是2019雪州国际 

展览会、雪州东盟商业研讨 

会、雪州精明城市与数字经济 

会议、2019雪州研发与革新展 

览。

他说，他们希望通过峰会 

吸引更多潜在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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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大马妇女节开幕，前排左起陈亚彬、陈进发、陈威燕、梁德志、陈祈福、陈丽娜、陈凯希、郑金智、陈秀环、苏学民、叶 

金花、陈美丽及陈金华。

陈凯希已故夫人

陈秀類帽风采女機
(巴生22日讯）海鸥集团执行董事主 

席陈凯希已故太太陈秀英，荣获第20 

届大马妇女节“巾帼风采之女权 

奖”，由女儿陈景颂代领。

妇女节是由巴生福建会馆妇女组

主催，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主 

办，30个华团妇女组协办，咋晚在巴 

生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筵开120席， 

其主题为“情牵巾帼二十载，传承文 

化显风范”。

B故陈秀英荣获“巾帼 

风采之女权奖”、陈 

美丽荣获“巾帼风采之女企业 

奖”、佘琼凤校K荣获“巾帼 

风采之卓越奖”、龙华寺住持 

传智法师荣获“巾帼风采之精 

神奖”、风采姐妹荣获“巾帼 

风采之风韵奖”。

大会顾问兼巴生滨海陈氏 

宗亲会会K：陈祈福指出，巴生 

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在木届 

丨火典中颁发“巾帼风采奖”， 

表扬5位在各领域发光发热的 

女性，她们性格上都是聪颖、 

智慧；精神上是豁达、乐观向 

上。.

他说，大马女性从未放弃 

为权益奋斗，风雨兼程20 

年，大马妇女节薪火相传，希 

望这平台能走下去，未来代表 

女性更勇于发声，U:社会更关 

注女性权益。

出席嘉宾包括巴生滨海陈

氏宗亲会永久顾问暨马中文化 

艺术协会名誉会长陈凯希、班 

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马来 

两亚陈氏宗亲总会总会〖(：拿督 

斯里陈进发、主席陈威燕、巴 

生福建会馆会长苏学民、马来 

两亚福联会名誉总副会长拿督

郑今智、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 

妇女组顾问陈矜颖、巴生中华 

独中董事LC：拿督蔡崇伟、兴华 

独中董事K：拿督李平福、光华 

独中副董事长锺宝妹、滨华独 

中总务颜来发，及《中国报》 

3州滨海区经理关金芝等 陈秀英

荣获“巾帼风采奖”的5名妇女领奖后与颁奖嘉宾合影。左起为叶金花、陈矜颖、陈秀环、陈丽 

娜、陈景颂、传智法师、陈美丽、风采姐妹、佘琼凤、陈祈福、陈燕辉及陈联发。

陈祈福（左二）颁发纪念品给开幕人杨巧双，左为 

筹委会主席陈丽娜，右为大会主席陈秀环。

杨巧双：2.9万乐龄人重回职场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指出，政府1月1日宣布，凡 

雇佣60岁以上员工，雇主缴付的公积 

金从6%减至4%后，今年有2万9000 

名60岁以上乐龄人士回到职场，增加 

了 12%。

“当中63%为60至63岁，多数为 

女性，增加18%，而60至64岁妇女 

则增加18%，男性乐龄人增加9%， 

希望乐龄人士保持生产力，继续为国 

家经济贡献。”

她是为上述晚宴开幕致词时这么 

说。健康的乐龄人仍可回到职场，今

年在这新制度下，乐龄员工不被扣除 

薪水缴付公积金，他们领全薪。

她鼓励女性勿放弃职场，为国家 

经济贡献。“目前在职场工作的女性 

占54%，希望2020年提升至59%，该 

部因此在获得政府1000万拨款，开办 

托儿所鼓励女性回到职场，今年将在 

政府部门开办66间托儿所，当中医院 

19间，监狱局5间、警察局3间。”

她说，政府去年8月15日发出家 

庭主妇公积金计划i-Suri，鼓励主妇 

储钱养老，至今年6月全马已经有12 

万3000女性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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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政府：未收申请书
(关丹22日讯）彭亨州政府表

明，截至今R，还未收到来自 

莱纳斯稀土厂的永久废料储存 

槽兴建地点的申请书。

彭亨州务大臣办公室及彭 

亨行政议员阿都拉欣今日受询 

时，这么说。

木周一，彭亨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旺罗斯迪回答士满慕州 

议员李健聪的附加提问，即州 

政府是否批准传闻所指的5个 

地点，在州内设永久储存槽 

时，强调还未接获来自莱纳斯 

的申请，何来进人批准程序之 

说。

当时，他指未与莱纳斯针

对此课题商讨，不过，他同时 

强调将把人民安全列为主要考 

量。

早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上周五到北根官访时指出， 

要求州政府与中央政府配合， 

以在莱纳斯更新营运执照6个 

月期间，在彭州境内遴选适合 

土地予莱纳斯，以作为设置永 

久储存槽的地点，而中央政府 

将依据标准指南把关核查。

传言指出，莱纳斯圈定在 

彭州5地点包括乐芭、镭区、 

巴登东姑、武吉依班及珍尼， 

大臣在州议会已再度否认此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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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镜遇上“地狱之河”

村民怀疑地面 

龟裂的原因与 

河水污染不无 

关系。

(巴生22日讯）沙沙兰码头“黑河”污染近20年，恶 

臭扑鼻，犹如动物腐尸的气味，近百户村民苦不堪言， 

讽刺的是，这码头是前往热门旅游区“天空之镜”的出 

发点，若情况不改善，游客会渐少，恐影响州内的旅游 

收入。

由于对“黑河”河水对人体是否有害，视之如“地 

狱之河”，一些渔民甚至不敢下河到船底取渔网，必须 

航驶到海上才敢下海取网作业。

游客印象大打折扣

民们曾向政府部门投 

們诉多次，向M会投 

诉，也和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LUAS)以及雪州环境局对 

话，但事件一拖再拖，未能不 

劳永逸地解决。

该河“漆黑一片”的情况 

已影响一'整代人。

瓜拉雪兰莪县议员林耀明 

表示，这几年接到无数村民的 

投诉，尤其是住在河流附近的

村民，几乎超过100户沿岸住 

户，受到黑河恶臭影响…

他说，之前该河流虽然黑 

色一片，但有时还是会褪回正 

常的褐色，而且臭味不重，但 

在近这一年，“黑河”颜色不 

褪，而且恶臭难忍。

“在这之前也曾邀请媒体 

报道黑河，新闻上报后，情况 

稍微改善，但只维持2个月， 

即恢复原状。”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官员曾在2016年到此抽取河水样本化验

林耀明表示，沙沙兰码头 

足前往热门旅游区“天空之 

镜”的出发点，如这河流状况 

不改善，恐怕会减少游客量 

他说，沙沙兰装置艺术公 

园与美术馆的后方就足该河 

流，如黑河情况继续

恶化，也会丨丨:参访者对沙沙兰 

渔村的印象大打折扣。

“我希望政府能积极地合 

法化沙沙兰的其他码头，协助 

当地业者推动旅游业，促进当 

地的经济。”

林耀明：疑上游工厂排污导致

居民♦王睦招（51岁）

河中已无生物

该河流位于沙沙兰装置艺术公园与美术馆的后方，恐影响当地 

旅游业。

林耀明在i己 

者会表示，该河 

流已看不见任何 

动物生存在河 

里，也没有村民 

敢在此捕鱼或嬉 

水。

“我怀疑是位 

于河水上游的双 

溪毛糯和依约的 

一些+负责任的 

工厂，在没经过 

过滤下，就把工 

业废水排进河 

里，导致河水严重污染。”

他曾3次代表村民与雪州 

水供管理机构（LUAS)以及 

雪州环境局开会商讨该事，该 

机构也已抽取河水样木化验，

林耀明希望地方政 

府解决河流污染问 

题。

但足往往得不到结 

论，也获取不到该化 

验报告，这样一拖就 

多年。

“我在2个月前 

已和掌管雪州自然环 

境、绿色科技及消费 

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 

来贤对话，我们将会 

在来临的26日与环 

境局再次讨论这个污 

染事件，希望能得到 

满意的答案。”

他说，由于河流 

污染原因不明，村民都很担忧 

会W此影响到自身和家人的健 

康和安全，希望地方政府能一 

次性解决这问题，丨丨:大家无后 

顾之忧<5

近一年黑河越来越臭，河流黑色的 

颜色不再褪去，近年河里也发生多次 

大批死鱼和少量四脚蛇死亡的事件，

村民都非常担心会影响到健康。

如果烈R当空，臭味更是呛鼻难忍。

20多年前还可见到河里有大头虾的踪迹，近这10多年 

已看不到河里有任何生物。

现在没有村民敢下河，就算渔民要从船底下拿取渔网， 

也会将船只驶人大海才下海将网取出，绝不下黑河。

居民參谢大兴（44岁）

村民不敢下河
这条河现在只用来承载游客出发到 

旅游地点，村民没有也不敢在该河M进 

行任何活动。

我担心黑河会为村民带来不良影 

响，尤其后代更是要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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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是否禁扎基尔演说

阿米鲁丁：交警方定夺
(巴生22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表示，是否禁止印度籍回 

教传教士扎基尔奈克在雪州公 

开演说，州政府交由警方定 

夺。

他受询时表示，基于国家 

安全考量，雪州政府将会跟随 

警方的决定。

他在出席Avisena儿童妇 

产t?科医院开幕时指出，雪州 

政府时常确保雪州人民生活在 

和谐与稳定的环境之中。

警方于星期二（20 R )宣 

布，扎基尔奈克被禁止透过所 

有管道演讲，包括社交媒体。

警方现在正援引刑事法典 

第504 (蓄意侮辱及破坏公共 

安宁）条文调查扎基尔奈克。

儿童妇产医院开幕

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今 

日连同阿米鲁丁以及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一同为 

Avisena儿童妇产专科医院开 

幕。

该医院在今年5月正式营 

业，医院共有52名专科医 

生，以及可容纳133个床位， 

是我国最大型的私人儿童妇产 

专科医院。

it tan Selangc^

沙拉夫丁殿下（右二）与阿米鲁丁（右）一同为Avisena儿童 

妇产专科医院开幕。左起为欧玛阿都哈密、阿都阿兹及佐哈 

里。

Avisena公R]总执行长拿督 

欧玛阿都哈密表示，这是 

Avisena公司第二栋建造的医 

院，Avisena专科医院在11年 

前建造，两间医院加起来共有 

115名专科医生，和251个床 

位，也提供了近1000个工作 

机会予市民…

他表不，Avisena公R]正在 

筹备增加140个床位，以便吸 

引外国，尤其是澳洲、印尼、

中东选择到我国进行医疗旅 

游0

“为此，我们将与万豪酒 

店携手合作，万豪酒店已同意 

建造一栋4星级酒店在我们医 

院隔壁。”

出席者包括雪州苏丹后诺 

阿斯晋、Avisena公司主席丹斯 

里拿督斯里阿都阿兹、Avisena 

公司董事拿督佐哈里、小儿外 

科专科医生沙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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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投资峰会吸引500商企参与

邓章钦：密切与国际贸 

易与工业部、相关投资 

机构、商会或投资者合 

作，确保雪州持续成为 

投资者的首选。

邓章钦：确保成投资首选地

雪续推行利商政策
(梳邦再也22日讯）雪兰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强调，雪州是国家经济火车 

头，政府将继续提供便利政策与基建，以及密切与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相关投 

资机构、商会或投资者合作，确保雪州持续成为投资者的首选。

章钦说，雪州在 

2018年为国家生产 

总值作出最大的贡献，占 

23.7%，从 2016 年的 22.7% 

到2017年的23%，以及去 

年，都有明显的增K:。

雪州投资峰会

掌管雪州投资、丁商业 

及中小型企业事务的邓章钦 

周四早上出席雪州投资峰会 

致同时，这么说该峰会是 

由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大马 

投资发展局（MIDA)及雪州 

投资促进机构联办，吸引约

500人参与。

大会特别联合投资相关 

单位，如国际贸易与工业 

部、MIDF、大马规格与T.业 

研究机构（SIRIM)等，在 

场设柜台供咨询，包括各种 

政府的奖掖申请、人工智 

能、工业革新等。

定位5核心领域

邓章钦指出，雪州政府 

也以5大核心领域为定位， 

即电器和电子、机械设备、 

生命科学、运输设备及食品 

和饮料制造，进一步确保雪

为投资者提供各种信息
阿都拉曼指出，今次峰 

会邀有多个相关单位为我国 

投资者提供各种信息，以革 

新他们的事业，同时邀请成 

功企业分享他们的经营模

式』

他说，该局会与各州政 

府及地方政府配合，促进商 

贸的发展，包括提供各种所 

需的信息，丨丨:投资者获取更

州的经济策略性发展。

“为有效推广这5大领域 

发展，州政府特別成立雪州 

生物科技、雪州航空理事 

会、雪州清工业以及电子商 

务理事会，为投资者提供所 

需的咨询。”

他有信心，在雪州政府 

与各造的配合，雪州今年的 

投资额有信心达到100亿令 

吉0标。

出席者有雪州投资促进 

机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山、大 

马投资发展局副总执行长亚 

汉阿都拉曼等人。

多想要的咨询。

大会也有安排国际贸易 

与工业部讲解工业4.0的理 

念及政府提供的帮助，以及 

马来西亚生产力机构（MPC) 

有关政府给予木地中小企的 

帮助，国家未来趋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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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绿林镇东圣殿新殿

27日首办盛典庆双喜
(巴生22日讯）巴生绿林镇东

圣殿新殿耗资360万令吉，费 

时5年建竣后，已于5月1 R 

正式迁人，并将于本月27日 

迎来第一场盛大庆典，庆祝成 

立24周年纪念及欢庆东圣帝 

君宝诞千秋。

明、署理会K:陈传安及各友庙 

主席、代表参与其盛。

凡捐献1000令吉或以上 

者，将受邀联合剪彩，获赠宴 

席一桌；捐献500令吉或以上

会赞助人。有意购票或捐献 

者，可联络筹委会秘书何玉 

云：019-331 9394、外交郑国 

君：012-366 5167或邱订春： 

019-218 1919

主席李文彬说，该殿自成 

立至今，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以不收取红包方式，丨丨:善信 

“问事”；每年也会举办慈善

各种饼干、油等日常食品到全 

国各地的孤儿院、老人院、原 

住民等。

出席者包括东圣殿顾问拿 

督黄德和、主席李文彬、殿主 

黄宝福、正总管黎小凤、副总 

管何玉云、外交使者郑国君、 

正手叶运娣、理事邱鼎财与李 

宽育、正炉主黄亚祥、乩童黄

者，获赠名誉券2张，委为大 活动，如派发3500包白米 宝成等

下月3办平安宴

该殿副主席邱订春说，27 

至29日晚将举行酬神布袋戏 

表演与设平安清醮，9月3 R 

(星期二）晚上7时，在新兰 

花酒家举行平安晚宴，筵开 

120席，欢迎各界善男信女参 

与。

当晚将颁发名誉顾问委任 

状，并邀请雪州行政议员甘纳 

巴迪劳见证，受邀嘉宾还有巴 

生皇城道教联合会会长杨忠

巴生绿林镇东圣殿呼吁善男信女在庆典期间前来膜拜祈求平安。前排坐者左起邱鼎财、何玉云 

叶运娣、邱订春、黄德和、李文彬、黄宝福、黄亚祥、李宽育、郑国君与黄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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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阿里 
传接任教长

y>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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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2日讯据

本报探悉，内阁预料将 

在9月初改组，涉及多 

名重量级马来部长，其 

中令人瞩目的是经济事 

务部长阿兹敏的官职动 

向，而有消息指阿兹敏 

或被调往教育部，出任 

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马智礼的官职动 

向令人关注。

有消息指阿兹敏或调任教 

育部。

消息指旅游部长莫哈末马丁 

可达比或被撤换。

慕斯达法会否再度受委入 

阁，令人关注。

传网兹敏任教长慕期达法掌经济部

在去年10月宣布加盟土著团 

结党的前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 

达法，盛传将被委以重任，甚至 

有传或出任经济事务部长。

据悉，阿兹敏依然会留在内 

阁担任要职，有传他或调往教育 

部，担任教育部长。

慕斯达法是吉兰丹日里国会 

议员，拥有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 

发展学硕士，在前朝曾担任过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长、企业发展部 

长及高等教育部长等高职。

慕斯达法曾表示，他加入土 

团党是支持土团党推行土著经济 

议程的斗争目标，并建议土团党 

可委任资深领袖，以更有效的推 

动落实各项土著经济议程。

他在去年12月受委成为预算 

案专责委员会主席。

除此之外，消息也传出，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莫哈末 

马丁可达比将会被撤换，并由同 

一政党（沙巴民兴党）的现任内 

政部副部长拿督阿兹嘉曼取而代 

之，以更好地推动2020年大马旅 

游年。

华裔部长变化不大

消息称，首相敦马哈迪依然 

尚未与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见面讨论内阁改组的事，而 

安华本身相信不会入阁，其夫人 

兼希盟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的

副首相职将暂保持不变。

由于8月31日国庆日近在眉 

睫，各个部长已录制好国庆献礼 

视频，因此有传敦马哈迪可能在 

国庆日之后，并在9月16日马来西 

亚曰之前，宣布希盟首个内阁的 

改组，因此9月初宣布改组的可能 

性很大。

据了解，敦马哈迪已分别会 

晤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诚 

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讨论内阁改 

组。

一般相信，这次的内阁改 

组，华裔部长的变化不大，虽有 

谣传财政部长政治秘书兼白沙罗 

国会议员潘俭伟取代杨美盈出任 

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环

境部长，但可能性不大。

希盟在去年5月9日的第14届 

大选赢得中央政权后，敦马哈迪 

在5月10日宣誓成为第7任首相， 

但却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来组阁， 

第三批的正副部长在去年7月4曰 

才在国家王宫宣誓就职。

在过去的一年，内阁改组 

的消息频传，希盟内阁在今年7 

月19日会议结束后，全体部长 

进行大合照，再度引起内阁改 

组的揣测，但马哈迪表示这纯 

属谣言，并表示当时是因为难得 

内阁齐人，全体部长才会来个大 

合照；惟近日又盛传马哈迪已在 

内部表示，内阁将会在不久后改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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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7月近3万乐龄人士重返职场 
巴生22日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表示， 

从今年1月至今，重返职场工作 

的乐龄人士，已突破2万9000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2%。

她指出，在重返职场的乐龄 

人士当中，有63%的年龄属于60至 

64岁。当中以女性最多，其增长 

率最高，占18%，而男性重返职 

场的增长率为9%。

12万妇女注册1SURI

她说，政府鼓励乐龄人士重 

返职场，以对继续提供生产力， 

并对国家经济作出贡献。

杨巧双是于周三晚上出席巴 

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妇女组主办的

第二十届大马妇女节之「情牵巾 

帼二十载，传承文化显风范」晚 

宴上致词时，做出上述发言。

此外，她表$，政府于 

去年8月推出家庭主妇公积金 

(iSURI)，鼓励妇女存钱养老。 

截至目前为止，已有12万3000名 

妇女注册。

杨巧双也透露，我国有54% 

妇女在职场工作，有助推动国 

家经济发展。政府也希望在2020 

年，在职场工作的妇女可提升至 

59% °

她说，妇女部也于今年获得 

1000万令吉的拨款，用于在政府 

部门开办66家托儿所。

另一方面，巴生5名表现卓 

越的女性获主办单位颁发「巾帼

风采奖」，同时巴生4所独中共获 

2万捐款。
「巾帼风采奖」设有女权 

奖、女企奖、卓越奖、精神奖及 

风韵奖，主要是表扬在不同的年 

代与领域，为女性权益、经济及 

教育等方面，作出无私奉献的精 

神，为女性学习的楷模。

有关奖项分别颁发予已故陈 

秀英（前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 

会会长）、企业家陈美丽、校长 

佘琼凤、龙华寺住持传智法师及 

歌手风采姐妹。

获得捐款的4所独中，包括 

巴生兴华中学、巴生光华独中、 

巴生中华独中，以及巴生滨华独 

中，每所独中获得5000令吉的拨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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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卡立沙末案9月30日过堂
控方撤回对莎阿南区国会议员卡立沙末无罪释放 

的裁决所提出的上诉申请，将在9月30日过堂。

根据法庭案件列表，控方要求撤回卡立案件裁决 

的上诉申请在周四过堂，承审的高庭法官是莫哈末纳兹 

兰。此案周四重新择定于9月30日过堂。

地庭法官罗哈杜在2018年6月7曰裁决，涉嫌在5年 

前对雪州伊斯兰理事会行政权发表煽动言论的卡立沙末 

无罪释放，无需出庭自辩。

法官是在控方无法证明卡立表面罪名成立之下， 

作出上述判决。罗哈杜阿玛在宣读判词时说，在研究此 

案的供词之后，法庭认为被告在案发时所发出的字眼， 

仅属一项建议以探讨雪州伊斯兰理事会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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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马最大妇女及儿童专科医院运作
莎阿南22日讯|座落于莎

阿南14区的Avisena妇女及儿童 

专科医院正式开幕！

堪称全马最大私人妇幼医 

院的Avisena妇女及儿童专科医 

院，是于周四早上隆重举行开 

幕典礼，特邀雪州苏丹沙拉夫 

丁殿下主持仪式。其他出席嘉 

宾包括雪州苏丹后东姑诺拉西 

京、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 

及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AVISENA总裁兼首席执行员 

拿督奥马尔阿都哈密表示，该 

医院历时3年半，并斥资120万 

令吉建造，是该集团营运11年 

来的第二间医院。

「AVISENA妇幼医院即日起 

正式投入运作，内附有133张病 

床，以及52名专科医生，堪称是 

全马目前最大的妇女及儿童私 

立专科医院'并且米用的都是 

最新科技及具相关领域丰富经 

验的专家。」

他透露，该机构旗下两家 

医院共提供了 251张病床，115

名专科医生，所带来的就业机 

会更是数以千计，而两家医院 

更是采用无纸张的电子方式运 

作，使其更能高效和便捷的运

作。

此外，AVISENA更计划在巴 

生谷及其他州属兴建更多的医 

院。

雪州沙拉夫丁殿下（站者左4)与医院的儿童交流。左3为 

阿兹敏，右2为阿米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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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投资麵明M年新高

《东方日报》总编辑兼高級总经理陈利良（左2)领取奖状后，与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右2)进行交流。左为邓章钦，右为哈山。 -伍信隆-

吉隆坡22日讯|雪州投资促 

进机构迈入黄金20载，为雪州经 

济带来辉煌亮眼佳绩，2018年投 

资额比起2017年增长达238%，创 

30年来的新高纪录。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致辞时表示， 

祝贺雪州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Berhad )于过去的6月1日正式迈入第20个年 

头并取得现今如此成就，对于雪州政府或该 

机构，雪州2018年整体称得上具历史性的极 

佳表现，投资额不仅超越目标，更达至30年 

来新高。

他说，据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 )统 

计显示，2018年所吸引的国内外投资总额为 

189亿4700万令吉，相较2017年的55亿9200 

万令吉增长了238%，而雪州批准的制造业项 

目也成为全国最多，由2017年的202项增至 

2018年的241项，涨幅为19%。

数计划强化各领域发展

他表示，雪州凭借2018年增长6.8%的生 

产总值（KDNK )占全国生产总值23.7%，再 

次稳坐我国经济动脉位置，冀雪州投资促进 

机构能为加强雪州投资而继续进一步努力。

阿米鲁丁是于昨晚出席「欢庆雪州投资 

促进机构黄金20周年相册」推介礼暨「2019 

年鸣谢媒体之夜」的晚宴上，如是表示。

他也透露，雪州投资促进机构接下来 

将展开数项计划包括，提升州内清真工业生 

态环境的「雪州清真行动计划」、协助雪州 

航委会为强化和提升州内航空工业生态环境 

的「雪州航空行动计划」，以及协助雪州政 

府促进州内生物科技工业发展，并在不久后 

将会落实的「雪州生物科技行动计划」。

另外，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则

说，雪州政府将于于10月10日至13日间， 

透过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在大马国际贸易 

展览中心举办第3届的「雪州国际商业峰 

会」。

他说，该峰会主要围绕著4大项目，分 

别是2019年雪州国际展览会、2019年雪州研 

发与创新展览、雪州东盟商业研讨会，和雪 

州精明城市及数码经济会议，故希望能有更 

多投资者能愿意踊跃出席。

其他出席嘉宾还包括，雪州投资促进 

机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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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莎阿南22日讯|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州 

政府交由警方决定是否允 

〇 许印度伊斯兰传教士扎基 

尔在雪州内传教及演讲。

阿米鲁丁表示，由 

于此事关系安全课题，因 

此州政府必须获得警方的 

劝告。

hr^ 「州政府全权交由

警方决定是否允许扎基尔 

在州内传教及演讲，因为 

^ „ 这关系到安全课题，而且 

有多项课题早前已经被挑 

起，州政府必须聆听警方 

的劝告。」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 

陪同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 

下出席Avisena妇女及儿 

童专科医院推介仪式后， 

卜受记者询问时这么表示。 

~n 另外，阿米鲁丁表

示，雪州政府并非随意削 

减拨款'调整惠民福利的 

政策，相反州政府是要确 

保所有受惠的人民是真正 

符合资格。

「以前州政府没有 

办法审核申请者的背景，如今州政 

府可以通过内陆税收局、生活援 

助金及爱心援助计划等，可以检查 

申请者的背景，确保受惠者符合资 

格。」

基

演

8
警

達

早前，行动党双溪比力州议 

员刘天球表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削减乡村发展的拨款以及调整惠民 

福利的政策，已引起数名行动党领 

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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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态度接受媒体建议
吉隆坡22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无论是促进大马或雪州的经济发展， 

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和新媒体都带来了重 

大的贡献。在工业4.0的时代，媒体扮演著 

透过各种社媒传播资讯的重要角色。

他指出，雪州政府非常乐意与媒体在 

宗教、种族，及经济等课题上，共创更多 

正面、真实且平衡的报导。

「纵然肩负的责任不一样，但只要目 

标一致，即构建繁荣国度，那么雪州政府 

和媒体的紧密关系便会持续下去。雪州政 

府也一直抱持著开放的态度接受媒体的建 

议，以确保改善州内经济。」

为答谢广大媒体的支持与报道，雪州 

投资促进机构也特别颁发奖状给予各大媒 

体。其中，《东方曰报》总编辑兼高级总 

经理陈利良也亲自上台接受阿米鲁丁颁发 

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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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边的泥滩上，依稀可看见黑色物质。

疑工业废料排入河中
瓜雪22日讯|瓜雪县议员林耀明怀疑 

是上游的双溪毛糯和依约工业区，工厂的 

污水在没经过处理下，直接把工业废料排 

进河中，才导致河水污染。

「2个月前已和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对话，在来临的26日与环境局再次讨论 

这个污染事件，希望能得到满意解决方 

案。」

他指出'沙沙兰码头是i1」往热门旅游 

区「天空之镜」的出发点，如果河流的污 

染问题不改善，恐怕会减少游客流量。

「渔村内也设有不少海鲜餐馆，由于 

河流污染的关系，食客经常投诉闻到严重 

的臭味，无法好好享用食物。」

他说，沙沙兰装置艺术公园与美术馆

的后方就是该河流，如黑河情况恶化，会 

让参访者对沙沙兰渔村留下不好的印象。

另外，沙沙兰河流的污染情况让鱼虫下 

无法存活，渔民不时还惊见成群鱼尸或四 

脚蛇的尸体飘浮在河面。

当地村民以往都是河畔钓鱼^如今’ 

渔民将渔船停泊在岸边，也不敢使用河水 

来清洗渔船、渔网或任何物品。

当地居民王睦招表示，河流越来越 

臭，就算待在屋内都会闻到恶臭味，有些 

居民还被迫戴上口罩；同时，还会不时发 

现河面上出现大批鱼尸和四脚蛇的尸体。

居民谢大兴则担忧长期性的闻恶臭 

味，将会影响健康，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的 

体抗力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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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个妇女组织代表与嘉宾进行切蛋糕仪式；左六起为叶金花、陈矜颖、陈 

祈福、杨巧双、陈秀环及陈丽娜。

0%〇

楊巧雙：樂齡人士續作貢獻

重返職場女性居多
(巴生22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披露，今年1月迄今重 
返职场的乐龄人士已增加2万9000人， 

其中以女性占为最多数。

她说，重返职场的乐龄人士比去 

年同时期增加12%,当中63%的年龄介 

于60至64岁。

“重返职场以女性增长率达18%,

男性的增长率为9%。”

杨巧双昨晚出席由巴生滨海陈氏 
宗亲会妇女组主办的第20届大马妇女 

节之“情牵巾帼二十载，传承文化显 

风范”晚宴上时，这么指出。

盼女性就业率明年达59%

她说，政府为鼓励乐龄人士重返 
职场，今年1月推出政策，即雇主为60 

岁以上员工缴纳的最低公积金份额从 

每月6%减至4%，而雇员的缴纳率将是

此外，杨巧双也指出，我国女性目 
前的就业率为54%,希望明年可以推高 

至59%，有助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妇女部今年获得1000万令吉的拨 

款，在政府部门开办66家托儿所，以鼓 

励妇女重返职场工作。”

她说，其中有19间开在医院，为医 

院护士提供方便，另有5间设在监狱，

还有3间托儿所是设在警察局。

她表示，政府去年8月推出家庭主 

妇公积金（EPFiSURI)，截至目前为 

止，已约有12万3000妇女注册。

在场的包括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 

会长陈祈福、妇女组主席陈秀环、巴生 

福建会馆会长苏学民、妇女组组长叶金 

花、筹委会主席陈丽娜及总策划陈安琪 

等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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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左四）颁发奖金与礼品予夺下保龄球赛冠军的队伍。右一为诺苏丽夏。

黃瑞林：年輕人應擴大圈子

多參與非政府組織活動
(瓜雪22日讯）雪州议长兼适耕 

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呼吁年轻人，多参 

与非政府组织活动，借以扩大生活圈 

子结交不同种族朋友，共同打造新马 

来西亚的和谐社会。

他鼓励时下年轻人多参与各种组 

织活动，无论是球类运动或社区服务 

组织，藉着与更多人交流，扩大自身 

视野，有助塑造正确人生观，尤其身 

处多元族群的马来西亚，多与不同族 

群之间交流，学习各家之长，更是不 

应错失之机会。

黄瑞林日前出席其服务中心在瓜 

雪保龄球馆主办的“州议员与年轻人 

打保龄球”活动时不讳K,许多年轻 

人都没有友族朋友，皆因生活圈子没 

有交集且互动稀少，未来他将主办更 

多跨族群的活动，邀请不同族群的青 

年组织加入。

“就如今年的国庆日主题‘爱我 

国家，廉洁大马’，强调了爱国及团 

结的重要性。”

出席者包括沙白安南县议员诺苏 
丽夏与参加活动的近50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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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曰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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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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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首邦市2 2日讯）由 

梳邦再也第3区居民协会、 

梳邦再也特殊儿童福利协会 

(P3KU )及包容性户外课室

(Inclusive Outdoor Classroom )

所主办的“社区竞走活动”
(neighbourhood solidarity 

walk),将于本月24日（星# 

六）举行。

这项活动将会在当天早上 

7时展开，所有参与者会先在 

USJ大班的国能大厦前集合， 

再展开长达1.5公里长的路程。

活动将邀请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及梳邦再也 

市议会主席诺莱妮主持开幕仪 

式。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对于打 

破残疾的耻辱的醒觉意识，给予面对障碍者 

更多的包容，将他们视为同样是社会上有权 

利学习、茁壮成长及贡献的成员。

这次的活动也吸引了不少育有面对如唐 

氏综合症、自闭症及脑瘫等各种不同障碍孩 

子的家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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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

報暴
案爾

指=

叉鬲
龍被
5万傳

召
(八打灵再也22日讯）警方 

今午针对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 

基尔奈克早前报案指遭前大使及4 

名行动党印裔领袖诽镑及抹黑的 

案件，传召他到武吉阿曼警察总 

部录供。

较早前，扎基尔因发表“客 

人论”遭警方二度传召录供，星 
期-第二次录供一直到隔天凌晨 

1时30分才离开武吉阿曼，而今天 

则是下午3时到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录供^

全国刑事调查总监拿督胡兹 

尔指出，警方是针对早前扎基尔 
针对5名人士报案的事情传召对 

方录供，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0 

(刑事诽镑）条文来展开调查工 

作。

扎基尔于今日乘坐-辆丰田 
Innova抵达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全程都在车内并没有理会蜂拥而 

至的媒体人员其代表律师拿督 

阿克本丁则乘坐另一辆本田轿车 

行在扎基尔奈克所乘坐的车子前 

面，在抵达后被警方要求换乘另 

-辆轿车前往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第二大厦。

另录
1 口

扎辆供 
基轿。 
尔卓 
奈前 
克往 
^武 
中吉

在曼 
警警 
员察 
陪总 
同部 
下第 
，二

换大 
上厦

扎基尔本月16日上午11时48 

分到沙亚南第六区警局报案，声 

称他遭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前大 

使拿督丹尼斯依格尼迪斯、槟城 

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崙眼达南 

区州议员沙迪斯及巴生区国会议 
员查尔斯等5人诽镑及抹黑。

律师：

扎基尔会遵守警方劝告
经过约4个小时的录供后，扎 

基尔今天晚上7时25分离开武吉阿 

曼，他之后通过其代表律师阿克 

本丁发表-个简短的声明，表示 

他虽然没有接到警方正式禁止他 

进行公开演讲的禁令，但他会遵 

守警方的劝告，直至案件调查工 

作完成为止

阿克本丁说，扎基尔今天除 

了录供之外，也针对槟城第二副 

首长拉玛沙米早前接受印度-家 

媒体采访时关于他的一些言论报 

案，因为拉玛沙米的谈话已对他 

构成了诽镑。

“扎基尔奈克下周一会针对 

这项新的投报前往武吉阿曼警察 

总部录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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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华小将于11月2日举办新校舍开幕暨90周年校庆。

(沙亚南22曰讯）沙亚南武吉 

肯文宁启明华小董家教校友会三 

机构，在日前召开的联席会议中决 

定，于今年11月2日（星期六）傍 

晚，在该校举办新校舍开幕暨欢庆 

90周年校庆千人联欢宴。

启明华小董事长拿督黄忠胜在会议 

上表示，该校在获得雪州政府拨出4英亩 

校地迁校后，已搬迁启用2年的两栋楼新 

校舍还未正式开幕；适逢今年学校又要 

庆祝90周年校庆，所以大家决定把这两 

个深富意义的事项二合为…，全校上下 

择日共同欢庆之。

该校校长谢妙英则指出，搬迁兴建 

整个学校是一项宏大的工程，难得在建 

委会成员的领导下，大家能排除万难，

把校舍建竣并顺利启用，可喜可贺。

会议上一致推选副董事长黄开成为 

庆典筹委会主席，校友会主席黄稳全为 

整个庆典的总策划。筹委会经商讨筹备 

n作后，也一致决定了数项事项，包括 

庆典主题为“启动九十创辉煌，明日英 

才皆辈出”；而活动项目则分为上半部 

的新校舍开幕，届时将邀请雪州大臣主 

持开幕，同时为礼堂前的“建校征信录 

铜匾”揭幕，下半部则是90周年校庆千 

人宴，除了大会仪式外，也安插了冠军 

歌王庄学忠的余兴节目。

办系列庆典活动

此外，配合学校90周年的庆典， 

校方及三机构也拟定了 •系列的庆典活

动.全年在校内展开，包括会心•笑孝 

亲活动、校庆主题设计比赛、校园美化 

运动、廿一世纪学习悦读营、星光大汇 

演、校庆乒乓公开赛、运动会及出版90 

周年纪念特刊等。

会议上也决定重新油漆两栋校舍及 

全面美化校园，同时董事会将提升校园 

篱芭围墙、建造衔接礼堂及教室的后端 

天桥、联合私人公司共装设礼堂大型音 

响灯光及LED荧幕、建设校门前端的洋灰 

长凳及多项提升设备的工程。

黄开成在总结会议时说，希望筹 

委会各小组能各就各位，大家同心协力 

办好整个庆典。他也吁请区内各华团、 

校友及热爱华教人士踊跃支持该校的庆 

典。

Busy Bee親子團參觀本報總社

秉
持课外知识和学习兴趣互补的 

精神，Busy Bee亲子团在负责

纪。

人陈美娴带领下，日前参观八打灵再也 

星洲日报总社。

在本报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执行 

员黄慧莉及实习生刘旺昇导览下，一行 
37人参观了本报历史轩，回顾马新两国 

中文报业发展史及本报创刊90周年大事

此外，他们也在印刷厂亲身观看了 

本报现代化的报纸生产流程，令此趟的 

学习之旅充满浓厚的文化交流意义，获 

益匪浅6

欲参访星洲日报，可通过本报企 
业公关脸书专页(www.facebook.com/ 

sinehewpr)获知更多详情。

啓明華小校慶校舍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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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外处苎黑7k而調刭庙?:..V M巴生22曰讯实在忍无可忍K沙沙兰墨水河问题到底何

惟20

水河冋题到屁何

众所皆知f沙沙兰河流原是清澈可见鱼虾的河水f:惟20多年: 

前开始受污染至今，只看得到一片污水7f恶化的趋势叾 

.•该河流以往裏一年受污染3次；‘逐渐演兰至 

:rv再变本力•卩厉吴1 星期两、三;与空期更是天孝处于旱现墨灰色，\还7、 

’发出类似腐1 烂窈物P体的^貪卩玉^令居民直呼受不了。. ■

% P '

沙沙兰河流近期天天处于呈现墨灰色，还发出类似腐 

烂动物尸体的恶臭味，令居民直呼受不了。

沙沙蘭腦
沿岸居民需帶口罩

基
本上住在沙沙兰河流沿岸的逾百户居民都受到影 
响，尤其是码头一带的约50户居民被迫天天嗅臭 

味，有时难忍得还需带上口罩

其余受影响的居民包括靠河的沙沙兰装置艺术公园与 

美术馆与居民，有时中华小学的师生也会遭殃。

当地居民不排除河流是遭上游地段的工厂如双溪毛糯 

或依约工业区所排出的废水而污染，而这个问题已经持续 
多年。

°为此，他们多次向雪州环境局、雪州水供管理局及瓜 

雪县议会反映，同时要求媒体多次进行采访，可迄今都没 

有获得解决的方案。

成群魚屍飄浮河面

居民申诉河岸的土质与早期的相比 

已出现差异，认为是受污染所致。

水河”连鱼虾也无法存活！居民不时还惊见 

[成群鱼尸或四脚蛇的尸体飘浮6 

居民受询时指出，居民以往都是在河畔钓鱼，可自河 

水受污染后已多年没有鱼虾^

“我们不时会看到成群鱼只或四脚蛇的尸体，或是从 

其他的地方漂到这里。”

他们说，渔民将渔船停泊在岸边，也不敢使用河流的 

水清洗渔船、渔网或任何物品。

不过，他们披露如果下起大雨，“墨水”就会被冲 

稀，而该河水最终是流向马六甲海峡。

“就算表面看起来是被冲稀，可是水底还是呈黑色的 

旅客印象扣分
黃美（傻傻然藝術協會會長)

“坐落在河 

畔旁的沙沙兰装 

置艺术公园与美 

术馆，都会闻到 

河流所发出的恶 

臭味，令旅客对 

沙沙兰的印象扣 

分。”

<—雪州水务管理局曾到沙沙兰 

抽取河水的样本，可迄今却没者公 

布调查报告q

“河流越来越臭，就算待在屋 

内都会闻到恶臭味，有些居民还被 

迫戴上口罩；同时，还会不时发现 

河面上出现大批鱼尸和四脚蛇的尸 

体。”

擔心影響健康
謝大興（44歲，居民）

“居民长期性的闻恶臭味，担 

心R子久了就会影响健康，尤其是 

小孩和老人的体抗力比较弱。”

屍飄惡臭居民難忍

林耀明：

迄今未採取任何行動
m雪县议员林耀明受讯时坦诚，环境 

y 局和雪州水务管理局确实曾来进行 

化验，可是迄今却没有采取改善河流水质的 

行动。

他说，尽管居民多番投诉，可是上述机 

构也没有给予任何的调查报告，居民只有默 

默的等待c
“居民每次都是忍无可忍后才寻求媒体 

的协助，虽然媒体刊登新闻后，情况会稍微 

改善，可事隔没多久，梦魇就会重演。”

血蚶苗大量死亡

林
耀明说，当地昔日堪 

称著名吃蚶胜地， 

随着河水严重受染，导致血蚶 

苗大量死亡，如今“蚶难 
寻”。

“雩州水供管理局前两个 

月曾与县议会、环境局及土地 

局等单位针对此时展开会议， 

不过并没有公布任何的调查 
报告，不过双方会在本月的26 

日，再次进行会议。”

“就算表面看起来是被冲稀，可是水底还是呈黑色的 

状况，只要渔船经过，所掀起的水浪都是黑色的。”

污染問題影響旅遊業

居
民申诉若墨水河问题无法根除，就无法 

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甚至带来负面的

影响。

他们说，自天空之境爆红后，许多旅客都会 

到瓜雪走透透，途径沙沙兰时也会停下脚步，参 

观沙沙兰装置艺术公园与美术馆，或享用美食。

“渔村内也设有不少海鲜餐馆，业者经常接 

获食客的投诉指闻到严重的臭味，无法好好享用

食物。”

他说，如今还有不少旅游业者积极提升与 

申请合法化沙沙兰码头，希望可以获得政府的批 

准，以带旅客到天空之境、欣赏大自然景色，推 

广生态旅游等。.

“如果这河流还是没有获得解决，那么旅游 

业只是空谈，而且我们也担心影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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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機構執法組領導

馬兒參與國慶日遊行
(八打灵再也22日讯）布城机构执法组骑马 

单位将会参与并领导8月31日国庆日庆典游行。

其他参与国庆日游行的44匹马来自更具经验 

的国防卫队、警方和吉隆坡市政局（DBKL)。

布城机构执法组主任阿里指出，这是该组于 

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领导大型的游行队伍。

他说，布城机构和DBKL分别派出14匹马、警 

方派出11匹马、国防卫队则派出5匹马参与游行， 

这些马匹从周•开始在布城15区的马匹训练中心 

集八。

i 也说，这些马匹必须提早集合，以让马匹和 

骑士适应场地以及与一起参与游行的新伙伴互相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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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再也壕林宮晚宴

2000捐士拉央華小
(士拉央22日讯）士拉央再也檬林宫厂卫府 

日前设联欢晚宴，庆祝朱邢李大人公千秋宝诞暨 
建宫45周年纪念。晚宴筵开百席，场面热闹，大 

会也喜庆不忘华教，特捐献2000令吉给士拉央华 

小！
大会主席黄俊毅律师致词时说，509改朝换 

代至今，某些政策依旧裹足不前，他说，我们应 

该以成熟及理性的角度来推崇健康的政治文化，

民间也应该勇于表达任何不满的意见，毕竟真理 

越辩越明，国家的民主及进步才会大步迈进3

晚宴出席者包括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万 

挠区州议员蔡伟杰、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代 

表余深恩、马华士拉央区会主席拿督吴亚岭、署 

理主席林春福、士拉央华小前董事长李东兴、副 

董事长吴令安、财政吴文富、檬林宫主席黄伍龙 

及副主席叶志钢等。

吴令安（右三）代表士拉央华小颁赠感谢状给 

様林宫主席黄伍龙，左一为蔡伟杰及余深恩，右一 

为吴佰霖及黄俊毅。

蔡伟杰拨1500

蔡伟杰致词时宣布拨款1500令吉给檬林宫。

梁自坚致词时说，国家n前面对许多问题有待 

解决，他相信希盟会实行公平及惠民的政策，并将国 

家带向更美好的未来。

余深恩市议员致词时说，士拉央市议会最近在 

多处地区进行铺路工程，同时也修剪树木，确保市容 

美观。他承诺会尽力协助促进选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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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楊忠明：盼拆廟是唯一個案

44

不鼉無人地就能建朗”
_
mm

(巴生22日讯）巴生 

皇城道教联合会会长杨 

忠明认为，拆庙让华人觉 

得“没有脸”，事缘有人 

向他申诉犹如被掴了一巴 

掌，因此，如果还发生第 

二宗拆庙事件，道教组织 

将必须号召神庙一起站出 

来展示力量。

他坦g，这是在无法妥协 

的情况下，才能出此下策，毕 

竟道教组织届时已无法抱着息 

事宁人态度。

不过，他也说，不是所有 

没有人住的地方就可以建庙， 

而且，执法当局在拆庙时，- 

定要有事先通知，以得到大家 
配合〇

“希望拆华人神庙事件是 

第一宗，不希望还有第二宗， 

否则我们要出来展示道教（组 

织）力量；但也要探讨事情的 

来龙去脉，不是看没有人的地 

方就可以建庙。”

巴生永安镇高压电缆下的 

-所神庙，被指非法扩建遭巴 

生县土地局于昨R上午动用执 

法权拆除后余波荡漾。

1

寒屬

忠明在致词时说，身为神庙理事，要

巴生天缘道堂众人向来宾敬酒。前排左六起为杨忠明. 
左二为拿督庄秀春。

陈俊杰、欧玉英和陈德胜；

高壓電纜下不安全

%了解地点是否适合神庙，而该庙位于 

高压电缆之下，也许国能认为不安全。

他强调，政府若要拆庙，-定要给足够时 

间让庙方寻找合适地方来安顿神明及迁庙，他 

反对在没有通知情况下贸然拆庙。

他认为，与其以为在没有人的地方建庙， 

而构成非法神庙，倒不如合法购地，申请转换 

至神庙用途，州政府也能视情况给予批准，并 

欢迎有需要的庙方可询问他D

杨忠明：拆 
庙让华人觉得“没 

有脸”，犹如被掴 

了一巴掌；但亦需 

探讨事情的来龙去 

咏，不是看没人的 

地方就可以建庙。

當局態度顯得重要
g忠明昨晚在巴生天缘道堂（昆仑洞）庆
胃赞中元普渡平安宴致词后向媒体坦言， 

拆庙亨件不应再开先例，就算庙方有错在先，当 

局要如何处置已建好和运作的神庙的态度显得重 

要〇

他希望，希盟政府能谨慎处理华人宗教事 

件，毕竟希盟才执政联邦•年多，便发生这宗巴 

生这么久以来，应该是首次有神庙被拆的事例。

“华人神庙被拆事件，我想大家都非常不 

满意。雪州政府有规定，在2008年之前已有的神 

庙，可以重修政府不会拆，除非神庙是扩建和加 

大〇 ”

而

妥
善
處
理

保
持
低
調

询
及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打 

算如何协助庙方，杨忠 

明表示，会先了解情况再看如何帮 

忙，就算是错了的事情也需妥善处 

理，若证明是庙方有错，应保持低 

调d

他透露，该庙不是联合会的会 

员，事发后并没向他求助，但就算 

不是会员，联合会亦抱着“有事大 

家应协助处理”的支援态度。

他不讳言，许多善信对庙被拆 
心里感到不爽，其实该庙在2008年 

以前，是一间很小的庙，最近参与 

了永安镇普渡后联合起来，把位于 

国能高压电缆保留地的旧庙扩建加 

大，永安镇普渡理事会则在庙旁设 

立秘书处。

神廟也爲地方上做出貢獻

杨
^忠明矢言，神庙不只是供 

『善信膜拜神明的华人宗教 

场所，亦要在地方上做出贡献，如巴 

生包括普渡理事会有五六百间神庙， 

这些年来已提高了水准，如配合神诞 

庆典捐钱做慈善公益福利事务，希望 

各庙理亨会能团结…致造福人群。

他说，虽然巴生皇城道教联合 

会与马来西亚道教总会巴生皇城分会 

是不同组织，大家做法不一样，有各 

自的支持者；联合会作用是要把巴生 

县所有神庙聚在一起，把道教发扬光 

大，希望大家能团结…致，为地方上 

作出贡献。

陳俊傑追思先人發揚傳統美德

巴 生天缘道堂主席拿督陈 

俊杰指出，农历七月为 

追思先人，感怀祖先精神的月份， 

并为无主孤魂诵经施供，超渡偿还

宿债回报恩，发扬华人传统优良美 

德。

出席者有该堂妇女组监察欧 

玉英和筹委会主席陈德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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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山（右四）与嘉宾及理事要员等，左起为苏松和、高开亿、洪益能、蔡 

赞富、苏青枚、颜进明夫妇及余华兴，右起为林进兴、郑宝庆及陈建龙。

直落崑崙慶盂蘭勝會

(万津22日讯）万津直落昆仑村 

庆赞中元节普渡盂兰胜会…连两天在该 

村民众会堂广场热烈举行，参与的居民 

与善信等逾千人，除了举行普度超度法 

会，昨晚也设有平安宴盛会，筵开100 

席，场面热腾。

该村盂兰胜会理事会庆赞中元节 
也不忘教育与社会公益，特拨出4000令 

吉，分捐给万津丑落昆仑居民协会附属 
幼稚园、瓜冷爱心功德会、瓜冷爱的关 

怀及万津中华学校新校舍暨多元用途礼 

堂落成开幕晚宴各1000令吉。

陈建龙盼刘永山助建有盖篮场

直落昆仑盂兰胜会理事会主席陈建 

龙致欢迎词（由其胞兄陈建成代表）时 

建议，由i£落昆仑居民协会、直落昆仑 

关圣宫、直落昆仑元宵节庆委会及直落 
昆仑盂兰胜会理事会4个机构联合成立建 

委会，共同努力筹款来完成篮球场加盖

4000捐4單位
顶工程。

他也希望该区州议员刘永山积极协 

助以早日落实有盖篮球场的计划。他表 

示遗憾，自从505之后，左三年右三年， 

前后等待了整十年，都还未看到有关工 

程的任何进展。

陈建龙也吁请居民同胞团结合作， 

积极参与支持该村每年的4大活动，包括 

孝亲敬老新春晚宴、瑞狮祥龙庆元宵、 

盂兰胜会及关圣宫神诞庆典，并加以发 

扬广大。

刘永山致词时表示将继续跟进直落 

昆仑篮球场加盖事宜，并协助通过其他 

管道争取拨款来尽快落实有关计划他 

已经向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反映，以争 

取协调和设法加以解决。

他也传达黄思汉行政议员为瓜冷县 

带来的4大喜讯，包括瓜冷县议会即将 

升格为市议会、轻快铁服务延伸至仁嘉 

隆地区、增建两所华小以及兴建水上乐 

园主题公园，势必带动瓜冷县区的蓬勃

发展。他吁请大家给予配合支持，希望 
在5年内，把瓜冷县打造成为“快乐天 

堂

他也宣布拨款2000令吉赞助直落昆 

仑庆赞中元节盂兰胜会活动。

平安晚宴上有歌唱节目助兴。出 

席参与其盛的嘉宾尚有瓜冷县议员洪偭

容与颜毅靖、万津直落昆仑居民协会主 
席拿督许进登、直落昆仑关圣宫主席陈 

华商、直落昆仑庆元宵庆委会主席苏祥 

溢、万津中元公会主席郑宝庆、马来西 

亚肖蛇总会总会长颜进明及瓜冷海南会 

馆主席陈季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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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晉路加德士油站至萬撓繞道

重B羅里

蔡偉傑：隨時跟進加寬道路進展

(士拉央22日讯）公共工 

程局（JKR )针对超过5吨或以 

上的重型罗里，展开从吉隆坡 

古晋路加德士油站（Caltex)至 

万挠绕道（bypass)支路的限时 

上路措施，以纾解巅峰时段的 

高车流量交通。

公正党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 
指出，受影响路段长达8公里；禁止 

使用有关路段的时间为每天早上6时 

30分至卯寸30分，以及下午3时30分 

至晚上7时，公共假期除外。

他补充，有关限时上路措施已 
获得宪报颁布，并已从8月14日正式 

实行

他表;_士拉央一万烧路段来 

往方向各有2条车道，平常有许多 

重型罗里行驶，但每当罗里发生抛 

锚停在路旁时，往往会导致交通阻 

塞。
“自2013年开始，我陆续接 

获民众投诉，指有关道路在巅峰时 

段相当塞车，车龙可塞至吉隆坡范 

围，若有罗里抛锚，堵车情况更加 

严重。”

根据调查，有关道路平均每日 

的车流量多达8万辆。

梁自坚指出，虽然早前有向联 

邦政府提出加宽车道以应付庞大车 

流量的要求，不过要获得拨款并不 

容易，因此公共工程局目前限制重 

型罗里在指定时段不可上路。

/、正党万挠州议员蔡伟杰指 

A出，公共工程局展开重型 

罗里限时上路，有助改善交通情况， 

可惠及邓普勒公园、万挠与双文丹的 

居民。

他补充，在繁忙时段，万挠至 

古晋路的车龙可长达10公里。
“万挠靠近Lafarge工厂处的路段

也是严重的交通瓶颈，希望限时上路 

措施能够纾缓当地交通问题。我们也 

会随时跟进加宽道路的进展。”

此外，诚信党邓普勒公园州议 

员莫哈末沙尼指出，他和蔡伟杰曾向 

州政府反映有关加宽道路的请求，而 

雪州行政议员依兹汉两周前也到场巡 

视，他希望联邦政府和工程部能够尽

快批准加宽道路的计划:

“目前双向各有2条车道，我们 

希望政府可以加宽各1条，日后各方 

向分别有3条车道。”

出席者包括鹅唛县公共工程局 

T程师宋邦。

公共工程局针对 
超过5叱或以上的重 

型罗厘展开限时上路 
措施，以纾解繁忙时 

段的交通拥堵问题。

蔡伟杰（右起）、梁自坚、莫哈末沙尼与公共工程局官员于星期三（21日）下午巡视展开罗里限时上 

路的路段的交通情况„

当局将陆续设置告示牌，惟现 

阶段尚未展开执法行动:

根据公共工程局的说法，加宽 

车道工程预计需耗资1000万令吉， 

由于部分路段左侧有巨石，因此估 

计要炸石及展开加宽车道的费用会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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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邦市22日讯）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指出，媒体在培养 

人民团结精神、以及巩固社会 

安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雪州 

政府希望媒体能够在宗教、种 

族与经济课题屮，给予正面、 

真实与平衡的报导。

阿米鲁丁表示，虽然州政 

府与媒体各有不同职责，但却 

拥有同--H标一共同打造和谐 

与繁荣的国家，而州政府抱持 

开放态度接受媒体的意见，好 

让雪州持续欣欣向荣发展。

他说，纸媒、电子媒体与 

网络媒体均对促进马来西亚与 

雪州的经济中做出贡献，并带 

来正面效果。

阿米鲁丁星期1晚上出席 

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媒体感谢宴 

上致词时，这么指出。

他表示，雪州政府目前 

正在制定数项行动路线图，包 

括“雪兰莪清真行动计划”、 

“雪兰莪航空行动计划”，同 

时将会通过雪州投资促进机构 

成立“雪州生物科技行动计 

划，，：

邓章钦（前排左十起）、阿米鲁丁和哈山阿兹哈里在颁发感谢奖仪式后，与媒体代表合照。

鄧章欽：

10月10辦國際商業峰會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雪 

州投资促进机构除了推广投资活 

动，相信进行双向交流也是重要一环。

邓章钦表示，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将于 
10月10至13日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展览中 

心（MITEC )举办国际商业峰会，届时峰会 

涵盖雪兰莪国际商展会、雪兰莪东盟商务 

大会、雪兰莪精明城市与数码经济论坛、 

以及雪兰莪研发及革新博览会。

他说，当局希望在未来与媒体持续互 

相合作，共同打造更繁荣的雪州。

哈山阿茲哈里：

盼成其它州屬範例
►州投资促进机构首席执行员拿督哈山阿 

兹哈里指出，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如今的 

表现成功，希望能够成为其它州属的模范例子。
他说，雪州投资促进机构今年6月1日迎来20 

周年纪念，将会持续着重发展5大领域，即交通 

配备、饮食加工、电子电气、机械与配备、以及 

生命科学。

另•方面，大会亦颁发感谢状与特别奖杯给 

超过20家各语文媒体，以感谢媒体宣传雪州投资 

相关活动。星洲日报是其中•家获得感谢奖的中 

文报章a

阿米鲁丁（右二起）颁发特别感谢奖给星洲日报，由记 
者苏俐婵代领。左为邓章钦，右是哈山阿兹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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